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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书、借书与读书 
——胡适、周作人交往的一个侧面 

邹新明 

虽然胡适与周作人在对方的交际圈中都不算

居于核心的位置，但却彼此欣赏，关键时刻都能

为对方着想，二人的过从，如谓“君子之交”，庶

几近之。 

1929 年 4 至 6 月，胡适因在《新月》上连续

发表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和讨论孙中山“知难行易”

说的文章，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声讨”。8月 29日，

周作人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上海党部针对胡适的

决定，于次日写信给胡适，劝其“别说闲话”，到

北平专门从事“教书做书”。信中还说胡适因把时

间耗费在不相干的事情上，才力“只施展了一点

儿”，所以不及梁启超，因为梁启超“能尽其性”。

言下之意，胡适的才气能力远在梁启超之上。信

末说：“这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吧？我仿佛觉得

‘有’，又觉得没有。”
1
周作人对胡适的关注与关

心，加上这几句话，二人关系的疏密可以揣摩大

概。1938 年 8 月 4 日，胡适到瑞士苏黎世参加国

际史学会途经伦敦时，想起还在北平的周作人，

写了一首白话诗寄去，说自己“梦见苦雨庵中喝

茶的老僧”，希望他“识得重与轻”，离开北平南

下。可惜周作人没有听从胡适的劝告，在作答的

白话诗中以家中老小需要照顾为由，不肯南下，

最后被日本人拖下了水。 

胡适与周作人的关系虽不算最为密切，但也交

往颇多，鉴于已有研究者对胡适与周作人的交往

做比较全面的梳理，
2
本文拟仅对二人在赠书、借

书以及读书方面的交往，做一些整理和补充，所

据材料主要为胡适、周作人的书信、日记，以及

胡适藏书。 

一、赠书 

民国时期学者之间的赠书、大致分为赠送自

己的著作，作为礼物的赠送两种。胡适周作人互

赠图书情况，大致以赠送个人的著作为主。现据

二人书信、日记及胡适藏书，按年代整理如下： 

（1）1917 年 10月 24日，周作人赠胡适《域

外小说集》一部。 

周作人当天日记：“以《域外小说》二部留校，

转交刘胡二君。”
3
胡适 1917年 9月 10日到北京，

开始在北大任教。周作人是年 9月 19日的日记中

记载：“同君默往看宿舍与胡适之君”
4
，此应为二

人第一次见面，而《域外小说》一书，应为周作

人赠给胡适的第一种书。所记赠送另外一人“刘”，

应为刘半农，刘于 1917 年夏到北大任教。值得一

提的是，周作人在 1918年 4月 3日的日记中记录：

“得陶孟和君函，索《域外小说集》。”
5
此书的

主动赠送和被索要，似可揭示周作人与刘胡及陶

的关系的亲疏不同。在胡适藏书中，有周氏兄弟

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第二册各一册，

两书扉页都有胡适题记：“民国七年，周启明先生

赠。适。”此应为胡适追记，查二人日记及书信，

均不见周作人再度赠送《域外小说》的记录，因

此，“民国七年”或为“民国六年”或“一七年”

之笔误。胡适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将此

书与林纾译小说进行了比较：“周树人、周作人两

先生合译《域外小说集》，他们都能直接从外国文

字译书，他们的古文也比林纾更通畅细密”
6
。此

外，胡适 1921 年 7月 30日的日记中记载：“与常

熟人赵欲仁、孙绍伯等谈。孙君现在爱国女学校

教授国文，与我谈中学国文选本。我随口拟了一

个选材的计画，记在下面，备日后的修改：第一

年，周作人《域外小说集》、林琴南小说等。”
7
可

见胡适对《域外小说集》的看重。 

（2）1919 年 3 月 18 日，胡适赠周作人《中

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册 

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适之赠《中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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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一本。”
8
此《中国哲学史》，应即作为“北

京大学丛书”之一于 1919 年 2 月在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此书是胡适归国

后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大致也可看作对周作人所

赠《域外小说集》的回应。 

（3）1919年 3月 19日，周作人赠送胡适《欧

洲文学史》一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以《欧洲文学史》一本送

适之。”
9
周作人在同年 3 月 6 日的日记中记录：

“向编译会购得《欧洲文学史》十部，赠君默、

半农、逷先、幼渔、癯安各一。”
10
很显然，胡适

不在第一批受赠名单之中，故此书应为对胡适前

一天赠书的“投桃报李”。结合周作人日记中大量

的宴饮聚会中，胡适名字的出现相对较少的情况，

可以推知，胡适大致不在周作人最核心的交往圈。

此书不见于胡适藏书。 

（4）1919 年 10 月 5 日，胡适赠周作人《实

验主义》一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议《新

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

适之赠《实验主义》一册。”
11
 

（5）1919 年 11 月 9 日，胡适赠周作人《星

期评论》一期。 

周作人当天日记：“午回北京，得绍五日函，

又书一本，适之《星期评论》一枚。”
12
 

（6）1920 年 4月 8日，胡适赠周作人《尝试

集》一册。 

周作人当日在日记中记录：“适之赠《尝试集》

一册。”
13
此为《尝试集》初版，1920年 3月由上

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提倡白话诗，周氏兄弟

也是积极响应者，后来胡适对初版《尝试集》进

行删改时，曾征求过周氏兄弟的意见。 

（7）1920 年 9 月 20 日，周作人赠胡适《点

滴》一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点滴》十部，分赠钱、

毛、二沈、马、陈、胡、朱各一部。”
14
，其中的

“胡”，应即胡适。胡适藏书中有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0 年版《点滴》两册，均无二人题记，其中一

册有胡适朱笔圈划数页。《点滴》是周作人的翻译

小说集，胡适 1921年 8月 30日给周作人的信中，

希望周氏兄弟的小说汇集起来，以及周作人的翻

译小说，都交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出版。并

且说“《点滴》排印错误太多，殊使人失望。商务

印刷，可无此病。”
15
 

（8）1920 年 9 月 30 日，胡适赠周作人《尝

试集》一册。 

当天周作人日记：“得人道社函、适之函，并

《尝试集》一册。”
16
 

（9）1920 年 10 月 9 日，胡适赠周作人《水

浒》一部。 

周作人当天日记：“又往钟鼓寺访适之，承赠

《水浒》一部。”
17
 

（10）1922年 2月 19日，胡适赠周作人《胡

适文存》一部。 

周作人当天日记：“收适之赠《文存》四本。”
18

《胡适文存》一套四册，1921年 12月由上海亚东

图书馆初版。 

（11）1922年 8月 18日，周作人赠胡适新诗

集《雪朝》一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以《雪朝》赠适之、玄

同各一本。”19《雪朝》是由文学研究会编辑的新

诗集，收入周作人新诗 27 首，1922 年 6 月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

（12）1923年 10月 8日，周作人赠胡适书一

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下午往华北赠书一本，又

寄尹默、适之各一。”
20
查周氏此日期前后所记，

不知具体所赠何书。 

（13）1925 年 7 月 7 日，胡适赠周作人《胡

适文存》二集一部。 

周作人当天日记：“上午往扶桑馆访相田君，

又同往访适之，收文存二集一部。”
21
《胡适文存》

二集 1924年 1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14）1929年 1月 24日，周作人赠胡适《黄

蔷薇》一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上午十时往访适之，赠《黄

蔷薇》一本。”
22
《黄蔷薇》为匈牙利小说家摩尔

的小说，周作人译，商务印书馆 1927 年出版。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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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书未见于胡适藏书。 

（15）1930年 1月 24日，胡适赠周作人小册

子 4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收适之小册子四本。”
23
具

体为何书不详。 

（16）1930 年 2 月 1 日，周作人赠胡适《永

日集》一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上午寄乔风英书二册，适

之《永日集》一册。”
24
周作人在当日给胡适的信

中也有提及：“另封附呈《永日集》一册，其中闭

户读书论请读之以供一笑。”
25
北大图书馆胡适藏

书中有此书，题名页钤有周氏“且以永日”朱文

长方印，封面有周作人题记：“赠适之兄，作人，

十九年二月一日。”《永日集》为周作人“苦雨斋

小书”之四，1929年 5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 

（17）1930年 10月 9日，胡适赠周作人《胡

适文存》三集。 

周作人当天日记：“得亚东寄来《胡适文存》

三集一部。”
26
《胡适文存》三集 1930 年 9 月由

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此当为胡适请亚东图书馆

代为寄赠。 

（18）1932年 9月 13日，周作人赠胡适《讲

录演》一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下午得尤君送来《讲演录》

三十册，即寄与废名、觉之各一册，适之一册。”
27

此《讲演录》，应即周作人 1932 年在辅仁大学的

学术讲演，被当时在该校读书的邓广铭记录整理，

同年 9 月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由北平

人文书局出版。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中无此书。 

（19）1934 年 11 月 24日，周作人赠胡适《夜

读抄》一册。 

此书见于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题名页有周

作人题记：“适之兄教正，作人，十一月廿四日。”

原题记未署年代，此书由上海北新书局于 1934 年

10月初版，故大致赠送于同年 11 月。 

（20）1935 年 11 月 11日，周作人赠胡适《苦

茶随笔》一册。 

此书见于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题名页钤有

周作人“知惭愧”朱文长方印，封面有周氏题记：

“文既不足观，又多错字，奈何。适之兄，作人。

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21）1936年 3月 25日，周作人赠胡适《苦

竹杂记》一册。 

此书见于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题名页钤有

周作人“作人”朱文方印，且有周氏题记：“适之

兄一笑，作人，三月廿五日。”原题记未署年代，

此书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于 1936 年 2

月，故赠书年代大致应为 1936年。 

（22）1936 年 12月 15日，周作人赠胡适《风

雨谈》一册。 

此书见于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题名页钤有

周作人“冷暖自知”朱文方印，并有周氏题记：“奉

赠适之兄，作人，十二月十五日。”原题记未署年

代，此书 1936 年 10 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故

大致当赠于同年底。 

二、借书 

读胡适、周作人日记，二人都颇注意个人藏

书的购置经营，相对较少到图书馆借书，胡适对

美国和国内图书馆《水经注》版本的利用，当属

例外，这里面既有胡适在海外时藏书不在身边的

原因，也有《水经注》各种版本非穷个人之力可

以收集完备的缘故。胡适、周作人除了利用个人

丰富的藏书，有时候也会彼此借书，互通有无，

而且这中间往往有彼此的推荐，以及学术思想的

交流。胡适、周作人在藏书、借书方面的习惯，

大致可以代表民国时期学人在此方面的特征。笔

者根据二人日记和往来书信，整理介绍如下： 

（1）1919年 2月，胡适还周作人书一册。 

周作人 2 月 13 日日记：“又至校，收适之

还……一本”。
28
 

（2）1920 年 4月 2日，胡适借给周作人英文

书一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又往校，得《主潮》第八

号一册，适之英文书一本。”
29
三天之后，即 4月

5 日的周作人日记又记：“往校，……还适之书一

本。”，应为归还胡适所借英文书。 

（3）1920 年 10 月 9 日，周作人借胡适《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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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学》杂志一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又往钟鼓寺访适之，承赠

《水浒》一部，借来《支那学》杂志一册。”
30
 

（4）1920 年 10月 27日，胡适借给周作人《支

那学》杂志一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适之送来《支那学》一

册。”
31
另，周作人当年 11 月 29 日的日记：“上

午往大学，得…适之函，转来《支那学》三册。”
32
12

月 13 日又记：“得适之转来《支那学》第四号一

册。”
33
，似应为周作人在获赠几期《支那学》后，

请胡适代购。 

（5）1920 年 11月 13日，周作人借胡适《品

梅记》一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得适之函，《品梅记》一

册。”
34
11 月 15 日周氏日记又记：“还适之《品梅

记》一册。”
35
由此可知，此书为胡适借给周作人，

而非赠送。 

（6）1922年 1月 6日，周作人借胡适《明星》

等书三册。 

周作人当天日记：“上午访适之，借来《明星》

等三册。”
36
其后 2 月 3 日周氏又记：“还适之书

三册”，
37
应即上述所借。 

（7）1937年 1月 12日，周作人借给胡适《病

榻梦痕录》、《思痛记》。 

胡适 1937 年 1 月 5 日为借周作人《病榻梦痕

录》写信给周作人，信中说：“《病榻梦痕录》，寒

斋竟无一善本。早年所得，有同治元年本，今已被

人取去。……昨见尊示，知尊处藏本甚富，我想借

看你的道光六年本及咸丰元年本一校。请便中带到

校中，不胜感谢。”38胡适 1937 年 1 月 12 日的日记

中又记录：“周作人先生借给我《病榻梦痕录》两

种，……周先生又借我李圭（小池）《思痛记》”39。 

三、读书 

胡适与周作人不仅互赠、互借图书，而且在

读书方面也颇有交流，兹据二人书信、日记整理

如下： 

（1）关于《常谈丛录》“惊燕”一条笔记 

胡适在 1933 年 12 月 28 日的日记中说：“读

清道光时人金溪李元复（登斋）的《常谈丛录》

几卷。此书在笔记书中可算是比较谨严的了。卷

四有《惊燕》一条云：……。此条可见著者之谨

严。其所记燕子情状，是很好的动物心理观察。

我在廿余年前曾拟译 Scarecrow 一个字，终不能满

意。周作人先生说古人名为“安山子”，曾作短文

论之。”40 

（2）关于《叶天寥年谱》 

此书为周作人推荐给胡适的，但胡适初读之

后评价不高，他在 1933年 12月 31日的日记中写

道：“昨天周启明说叶天寥（绍袁）的《年谱》要

算是一部好的自传。此书我在许多年前曾想读一

遍，但开卷之后，很厌恶那可厌的骈文，终读不

下去。今天重试读此书，仍不能读下去。”
41
到了

第二天，即 1934 年元旦，胡适再读此年谱，有了

不同的看法，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读叶绍袁

的年谱，共三种，……此谱的最早部分很不佳，

浮辞甚多，骈体尤可厌，故我两次都读不下去。

如云：……此种文字还够不上一个通字，怪不得

我厌恶他。但后来所记，文字上大有进步，我今

天看完了，方觉得启明的赏鉴不差。此谱可算是

一部好的自传。”
42
胡适两次读不下去，仍坚持读

完，可见对周作人鉴赏力的信任。他在 1922 年 8

月 11 日的日记中评论周氏兄弟：“周氏兄弟最可

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

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
43
 

（3）评郑振铎《中国文学史》 

对于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胡、周二人都

评价不高。胡适在 1935年 5月 21日的日记中说：

“看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三、四册。此书材料

颇好，但他写的太糟，判断既平庸错误，而文字

太不修饬，使人不愉快。周岂明说他受著作之累，

是不错的。”
44
 

（4）关于《病榻梦痕录》 

胡适有意点校出版《病榻梦痕录》，曾借周作

人所藏的两种版本，其一为道光六年桂林阳耀祖

在广东刻本，为各本中之最早最精的，但胡适认

为此本还是不及自己的嘉庆元年刻本。胡适 1937

年 1 月 12 夜给周作人的回信中说：“得手示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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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记》及《病榻梦痕录》两部。”可惜周作人此信

今已不存，不能了解他对此书的评论。胡适在此

信中比对了各版本情况，认为自己的是最早刻本，

而且“此本小像极佳，比道光六年本还更有神采。

其他各本翻刻小像更差了。”45此信未发，胡适于

第二天晚上又继续写信，除了谈版本，还讨论了

内容：“《病榻梦痕录》记乾隆五十一年的灾象，

记载甚动人，其三诗亦甚佳。此是太平盛时，人

命贱至如此，何况大乱之世乎？罗思举自传中记

白莲教之乱，其屠杀之惨亦可上比明末，下比洪

杨。其中记一日军中缺粮，则屠杀俘匪三千余人，

烹煮作粮。此亦是十九世纪初元的事，其时汪龙

庄尚在人间也。”46 

（5）关于李圭《思痛记》 

此书为周作人推荐并借给胡适阅读的。胡适

在 1937 年 1月 12日的日记中有记录：“周先生又

借我李圭（小池）《思痛记》，光绪六年刻的。他

来书说：读此书印象比《扬州十日记》更深刻，

我今晚一气读完，有同样的感想。”
47
第二天晚上，

胡适意犹未尽，给周作人写长信谈自己的感想：

“《思痛记》一气看完了。我的家乡遭洪杨之劫最

惨。先父自记年谱中说，乱前族中修祠修谱，点

得人口六千人；乱中祠堂被焚，先父领头重建，

募捐时细查劫余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死的凡百

分之八十！不独吾族如此，徽州各族记载往往相

印证。我们的大问题是人命不值钱。因为不值钱，

故人命可以视同草芥粪土，视同儿戏。我们家乡

常有妇女为了三个小钱的‘破片’（碎布片）而起

口角，因而上吊自杀的。旧小说《恒言》中有一

文钱杀十五条人命的故事，我每劝人多读。嗜杀

性似是兽性的一部分，生活进步之国乃有不忍杀

一无辜人之说，更进步则并罪人亦不忍杀了。今

日所谓禁烟新法令，吸毒者枪毙，正可反映此人

命不值钱的文化。西洋人可以实行‘禁止虐待禽

兽’的运动，我们现时还够不上谈‘禁止虐待同

胞’的运动，奈何！……总之，人命太贱，可作

牛马用，当然可供烹吃；可供淫乐，亦当然可以

屠杀为乐。一切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到此

都成废话。仅存汪龙庄、李小池所谓因果报应一

点点维系，似亦不很有效验。救济之道只有工业

与社会主义双管齐下，或可有较大进境罢。”
48
 

从上面整理的情况看，胡适、周作人在赠书、

借书以及读书方面都颇多来往，远胜于二人在友

朋聚会中见面的次数，可见二人的交往更多的是

在读书治学的层面。由于二人现已公布的日记并

不完整，周作人给胡适的书信也颇多散失，其藏

书也不便查检等因素，拙文对于二人这一交往侧

面的揭示不可能穷尽，敬请方家和同好赐教。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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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论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 

席云舒 

周质平先生主编的《胡适未刊英文遗稿》和

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第 35 卷）里都收录了

胡适 1915年 3月所作的一篇“Kant'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然

而这两种文集里收录的这篇文章中，都注明了

“missing one page”（缺一页），也就是说，上述

两种文集里收录的这篇文章都是残稿。据台北胡

适纪念馆收藏的此文档案说明，可知原稿为打字

稿，含参考文献和注释共 19页，缺第 5页。前两

年我有幸搜集到此文全稿，上一期《胡适研究通

讯》里我提供的胡适 1915年 6月在康奈尔“国际

政策讨论会”上所作的演讲“Does Might Make 

R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强权

即公理吗？——国际关系与国际伦理》）内容上与

此文有呼应关系，因此，这里把此文全稿刊布出

来，一方面，这是胡适此文首次全文发表，另一

方面，也可使学界对胡适早期国际伦理思想的形

成展开深入的研究，这对于我们研究他后来任驻

美大使前后的外交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康奈尔大学 2014年发布的胡适在康大时

的选课课表和江勇振先生《舍我其谁：胡适》（第

一部  璞玉成璧）中的相关说明，我们可推断此

文是胡适 1915年春学期选修艾尔比教授的“哲学

31：康德的批判哲学”时写的课业论文。胡适在

1915 年 3 月 8 日日记里就提到过康德的《论万物

之终结》和《太平论》（今译《永久和平论》），称

其为“乌托邦”。他这里所说的“乌托邦”并非贬

义：“乌托邦者，理想中之至治之国，虽不能至，

心响往焉。”
1
他在 3月 19日的日记里又说：“上星

期读康德之《太平论》（Zum Ewigen Frieden），为

作《康德之国际道德学说》一文。”
2
同年 3 月 14

日，他给韦莲司的信里甚至提到过他打算把《国

际伦理原则研究》（“A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题目。他

说：“为了不使自己的心思过分集中在[中日关系

上]，我写了一篇康德（Kant）有关国际道德伦理

的长文。在全无国际道德可信的此刻，正该做些

乌托邦似的国际主义美梦。康德是可喜的，乐观

的，也是极有远见的。”
3
他在这封信里还说他会“寄

一份今天下午刚写完的康德报告”给韦莲司。由

此可知，胡适此文完稿于 1915 年 3 月 14 日，打

字稿上有些许修改的笔迹，应是后来做的校订。3

月 28 日，他在给韦莲司的信里又说：“我会把我

写的有关康德的报告寄给你。要是我有时间，我

会做些修订，发表。有许多篇报告我都想修订后

发表，但至今一直没做。”
4
可见胡适当时对自己这

篇关于“康德之国际道德学说”的论文是相当满

意的。然而他却并没有将此文修订发表，他在康

奈尔大学读书期间所写的多篇课业论文，如《洛

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约翰·密尔论正义》

等，在他生前都没有公开发表过。 

为了写这篇课业论文，胡适参考的康德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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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版有：（1）《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

念》（1784年），（2）《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

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1793

年），（3）《永久和平论》（1795年），（4）《法的形

而上学原理》（1797 年）；参考英译本有：（1）阿

斯吉（W. Hastie）译《康德的政治学原理》（1891

年），（2）阿斯吉译《永久和平论及其他国际关系

论文集》（1914 年），（3）阿斯吉译《康德的法哲

学》（1887 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曾修过

两个学期德文课和一个学期法文课，1910 年秋学

期的德文课他得了 90 分，他的《留学日记》里也

多有阅读德文著作的记载，1911年 8月 28日的日

记里甚至记载了“昨夜寻思非卖文不能赡家，拟

于明日起著《德文汉诂》一书，虽为贫而作，然

自信不致误人也”
5
一段话，可见他对自己的德文

是相当自信的。正如他在文末的“Note”（参考文

献）中所说，在阿斯吉 1914年的《永久和平论及

其他国际关系论文集》英译本中，除了收录《世

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论通常的说

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

不通的》第二部分“论在国家权利上理论对实践

的关系”和第三部分“论在国际权利上理论对实

践的关系”，及《永久和平论》等论著外，还收录

了《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第二部分“公共权利（公

法）”，胡适此文中对康德观点的引用大多出自这

个版本。除上述论著外，他文中还引了《道德形

而上学原理》中的观点，可见他对康德国际伦理

思想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他在参考文献中列出的

这几种著作。 

胡适这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里，

他首先指出康德对“纯粹的法学家”
6
和“政治的

道德家”
7
的蔑视，这些人信奉的是一些不择手段

的原则，在康德看来，“只要这些马基雅维利主义

的原则还在产生影响，只要哲学仍是法学家和政

治家的婢女，这些国家就不会有和平和正义可

言”。康德认为，当人们把权利和正义问题作为道

德问题来对待时，“他理应奉行的形式原则可表述

为：应该这样行事，从而可以使你的准则成为普

遍的法则，不管它所要求的目的可能是什么。”这

条形式原则即康德的“实践法则”。从这条“实践

法则”出发，“首先应该追求纯粹实践理性的王国

及其正义，于是你的目的（即永久和平的福祉）

也就会自行来临”，法则是首要的，结果只是附带

的，“政治准则决不能从每一个国家只要加以遵守

就可以期待到的那种福利或幸福出发，因此也就

决不能从每一个国家以之为自己的对象的那种目

的出发，即从作为国家智慧的最高的（但又是经

验的）原则（的意志）出发；而是应该从权利义

务的纯粹概念出发”。
8
胡适进一步解释：“在国际

关系中，正如在私下关系和公民关系中一样，以

某种善良或权利原则作为行动的目标是绝对必要

的”，尽管在现实中“各个国家内部立法的基本原

则，在处理彼此之间的外部关系时，无可否认地

没有比国家利益和国家霸权更为高贵的动机，没

有比自私自利更高的指导原则”，但康德所坚持的

有关政治道德的这种严格观点，为国际政治配备

了一种新的有价值的理念，即：“自由国家的联盟

能够确保人的所有禀赋在永久和平和普遍正义的

状态中完全实现。”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康德那里，出于“实

践法则”的“定言命令”，无论是在个人的行为准

则中，还是在国际关系的政治准则中，都是具有

最高的道德价值的，舍此，则无论是“纯粹的法

学家”和“政治的道德家”的不择手段，还是“道

德的政治家”的出于国家功利而合乎法则的“假

言命令”，都并不具有什么道德价值。正如康德把

公民联盟中合乎“定言命令”的人际关系称为“公

民关系”，而把出于其他功利考量而合乎“假言命

令”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私下关系”，在《答

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

德也把“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

的那种运用（自己的理性）”称为“理性的公开运

用”，而把“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

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称为“理性的

私下运用”，
9
这种区分，正是因为前者都合乎“定

言命令”，而后者仅合乎“假言命令”——合乎“定

言命令”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而合乎“假言

命令”或其他不择手段的行为都不具有什么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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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胡适认为，康德的这种观点，“无论我们今

天看起来对于政治的实用主义者而言是多么行不

通和‘过时’，都是不无理由的”。

在第二部分，胡适指出，整个康德道德哲学

体系的基本观念，即是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人具

有绝对的价值：人的目的就是他自己。所谓道德

法则和定言命令，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就是：你

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

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

不能只看作是手段。”他比较了卢梭与康德的区

别：首先，卢梭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的看法过于悲

观，他认为“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

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
10
康德则认

为进步才是人类的法则，人类的理想不是回到愚

昧无知的自然状态，而是他们的自然秉赋得到充

分的发展；其次，康德虽然同意卢梭把“自然状

态”描述为一种宁静纯朴、“清白而有德”的状态，

这种状态与霍布斯所描述的“每个人对所有人的

战争状态”不同，但它仍然是一种“野蛮人的无

目的的状态”。康德认为，人有一种“非社会的社

会性”特征（每个人都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

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

化（孤立化）的倾向”），正是这种彼此的对抗性

使得他们不能长时期地在无法律约束的自由状态

中彼此共处，因此逐渐发展出了公民的联盟，正

是这个公民联盟，保证了人的自然禀赋的充分发

展。然而在康德看来，组成公民联盟所依据的那

项法则，如果不能推广到国际关系上去，当国家

不断遭到外部入侵和毁灭的威胁时，当国与国之

间的野蛮战争，就像野蛮人的无限自由一样，那

么个人与个人之间有一部公民宪法又能起到什么

作用呢？因此，各个国家的宪法不可能是人类努

力实现一个完美政治宪法的最后阶段，人类还需

要解决一个“最大的实践问题”，即建立一个对内

的和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进而建立一个自由

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从而使“每一个国家，纵

令是最小的国家也不必靠自身的力量或自己的法

令而只须靠这一伟大的各民族的联盟，只须靠一

种联合的力量以及联合意志的合法决议，就可以

指望着自己的安全和权利了。”
11
 

论文的第三部分里，胡适讨论了康德《永久

和平论》中的六条禁止性条款和三条建设性条款。

六条禁止性条款是：（1）凡缔结和平条约而其中

秘密保留有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的，均不得视为

真正有效；（2）没有一个自身独立的国家（无论

大小，在这里都一样）可以由于继承、交换、购

买或赠送而被另一个国家所取得；（3）常备军应

该逐渐地全部加以废除；（4）任何国债均不得着

眼于国家的对外争端加以制订；（5）任何国家均

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6）任

何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作战时，均不得容许在未来

和平中将使双方的互相信任成为不可能的那类敌

对行动：例如，派遣暗杀者、放毒者，以及诸如

此类的行为。在胡适看来，这六条禁止性条款当

中，第二条至第六条都是为了实现第一条所提出

的目标。而三条建设性条款则是：（1）每个国家

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2）国际权利应该

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3）世界公民权

利应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
12
胡适分析了第

一条建设性条款中共和制政体所依据的三个原

则，首先是根据其社会成员（作为人）的自由原

则，其次是根据所有的人（作为臣民）对于唯一

共同的立法的依赖原理，第三是根据所有的人（作

为国家公民）的平等法则，指出“在这样的体制

下，决定是否应该战争需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关

于第二条建设性条款，胡适则强调，在自由国家

的和平联盟中，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必须“通过民

事诉讼模式而不是战争的野蛮手段”来解决。胡

适还援引了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的观点

来解释上述第三条建设性条款，指出不友好的征

服只能带来国家或公民之间的敌视。他说，超出

这些条款的，就不在康德的预料之中了。 

最后一部分是胡适结合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后的史实和各种流行的观点，对康德的国际伦

理思想进行了探讨。他首先肯定了康德坚持在和

平谈判时必须消灭所有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以及

关于军备之恶果的告诫都是正确的，随后他又讨

论了康德的“一些有效性已经受到时间挑战的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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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观点”，即超出康德预料的几种情形。

第一，有人认为康德所说的共和制政体能避

免战争、保卫和平是错误的，因为 19世纪以来共

和制的快速增长并未能够有效避免战争。胡适认

为，这并非是康德完全错了，而是出于以下三种

原因，导致了康德观点表面上的失效：首先，20

世纪的战争已完全不同于康德所理解的战争，康

德时代的战争是为了扩张、掠夺和改朝换代，而

20 世纪的人们却相信他们是为保卫祖国而战，这

个理由比康德曾质疑的那些理由更加“高尚”；其

次，19 世纪以来共和制虽然得到了快速增长，但

康德意义上的共和制从未在世界上出现过，世界

上任何一种现有的共和制，都只是这种理想的局

部和不完善的表现；再次，康德认为人们不会支

持战争，是基于其沉重的破坏性后果和质料上的

损失等方面的考量，而康德时代之后的战争中许

多其他因素和进一步上升的理想主义考量抵消了

这些质料上的损失，有人甚至以生物学和历史学

上的扭曲观念来美化战争。胡适指出，所有这些

理由，在康德的伦理学体系中毫无分量，尽管康

德认为相互竞争是人类进步的手段，但他从未停

止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禀赋的最高和最充分

的发展，只有在各国联盟所保证的世界和平状态

下才能实现。 

第二，另一种质疑是，像康德所设想的那种

国际联盟，是否足以维护人类的永久和平？因为

它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瓦解的不同国家的自

愿组合”，一个“各国避免战争的联盟的消极替代

品，一种维系于表面的联盟”。这种松散组织，显

然缺乏维持国际治安的强制力，似不足以去实现

康德的预期目的。针对这种质疑，胡适指出，康

德的体系是以两个预备步骤为先决条件的，没有

它们，联盟就不可能存在。这两个预备步骤是：（1）

各国都废除武装；（2）该联盟对国际纠纷做出的

裁决必须是最终的、有约束力的。只要各个国家

还有足够的武装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只要超国

家的（supra-national）法庭的裁决还不能被治安力

量强制执行，那么康德的“永久和平”梦想就无

法实现。 

第三，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康德的这种

国际联盟体系，不仅在实践中不可能存在，在原

则上也不可取。胡适认为持这种观点的都是极端

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把“国家”看得比什么

都高，而胡适则认为人类关于“大同世界”的理

想远远高于“国家”的利益。人类迄今为止在为

家庭、宗族和国家等更大、更完备的群体生活的

利益而让渡自己个人主权或自由方面已经获得了

成功。然而人类并不会止步于此，人类历史会朝

着大同理想而继续前进。终有一天，各民族联盟

的联合力量及其联合意志的合法决议，会成为世

界和平的强制力量。 

关于胡适的这篇论文，我想强调的是，它作

为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念研究生期间所写的一篇课

业报告，是极为扎实的。我们今天已很少能看到

硕士研究生的普通课业论文达到这种水平。他对

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国际伦理思想的理解也十分透

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胡适并没有局限于对康

德国际伦理思想的文本阐释，而是进一步把康德

的国际伦理法则推广到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问

题中，对当时流行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进行了有

力的驳斥，并在 1915年 6月召开的“国际政策讨

论会”上重申了相关观点。胡适在这个时期所形

成的和平主义思想，一直延续到他担任驻美大使

时期，甚至直到他的晚年。一战后国际联盟的成

立，以及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可以说正是由于

人类拥有了康德那样主张“永久和平”的国际伦

理思想，以及众多像胡适这样的和平主义者的努

力，才使人类在面对野蛮战争时，拥有了更为强

大的守卫和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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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Suh Hu

I 

Introductory to his Social Contract, Rousseau 
remarked that it was because he was neither a prince 
nor a legislator that he wrote on politics. It was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Kant devoted his last years to 
the elaboration of a philosophy scheme of a 
federation of nation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Eternal 
Peace." Kant frequently laments the divorce of 
practical politics from the dictates of practical reason. 
Indeed he had great contempt for "the mere jurist" 
and the "political moralist". The politician of his day, 
so he tells us, 1had no other maxims than these for 
guidance: 1) fac et excusa; 2) si fecisti, nega; and 3) 
divide et impera. And “the jurist, who has taken for 
his symbol the scale of right and the sword of justice, 
commonly uses the latter not merely to keep away all 
foreign influences from the former, but, should the 
one scale not sink, to throw his sword into it; and 
then, Vae victis!”2 Kant believes that so long as 
these Machiavellian principles have their sway, so 
long as Philosophy remains the handmaid of the 
jurist and the politician, so long there can be no 
peace and justice and right among the nations. 

Words are never too indignant for Kant in his 
righteous indictment against depravit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his time. "We 
are civilized," says he,3 “even to excess, in the way 
of all sorts of social forms of politeness and elegance. 
But there is still much to be done before we can be 

regarded as moralized. The idea of morality certainly 
belongs to real culture. … So long, however, as 
States lavish all there resources upon vain and 
violent schemes of aggrandisement, so long as they 
continually impede the slow movements of the 
endeavor to cultivate the newer habits of thoughts 
and character on the part of the citizens, and even 
withdraw from them the means of furthering it, 
nothing in the way of moral progress can be 
expected. ” 

Kant, however, never despairs of the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politics, national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into harmony with moral philosophy. The hope for 
this reconciliat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fact that, 
however lawless they may appear at times, the States, 
as well as individuals, cannot escape from the 
conception of right and justice. Have not men left the 
lawless states of savages and entered into civil 
unions? Have not the nations been compelled -- by 
necessity, to be sure -- to resort to some force of 
international law, however incapable of enforcement 
they be? Does not this prove that there is still to be 
found in man "a higher and greater moral capacity, 
though it may slumber for a time"?4 

The trouble with the political moralist, Kant 
thinks, is that he puts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he 
begins with the material principle which reduced all 
questions of right and justice to the level of mere 
technicality; whereas he ought to begin with the 
formal principle which deals with those question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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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problems and which may be expressed thus: 
Act so that you can will your maxim to become a 
universal law, whatever may be its end.5 Beginning 
with the formal principle, then, Kant sums up his 
international ethics in this exhortation: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pure practical rea-son and its 
righteousness, and then will your object, the benefit 
of perpetual peace, be added to you".6 The law first 
and foremost: the consequence is merely incidental. 
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 so Kant cries7. This 
simply means, he tells, that "political maxims must 
not start from the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that are to 
be expected in each state from following them, but 
they must proceed from the pure conception of the 
duty of right and justice as an obligatory principle, 
given a priori by reason". 8  Nothing is more 
repulsive to Kant than the attitude of moral 
compromise, of moral Jesuitism. "We cannot divide 
right into halves or devise a modified condition 
intermediate between justice and utility".9 

This rigoristic view of political morality, 
however impracticable and "antiquated" it may seem 
to us in these days of political pragmatism, is 
certainly not without its justification. To me it simply 
means that, in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in private and 
civil relations,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aim at 
some principle of goodness or right as the ideal for 
action, rather than proceeding only on prudential 
precepts, and blundering and experimenting like the 
blind man groping in the dark.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e last few centuries, it must be 
admitted, have been nothing but blind or at least 
short-sighted gropings in the darkness of Selfishness 
and Expediency. Monarchical ambitions, dynastic 
accessions , commercial greed, territorial 
aggrandisement, and, the most modern of all, 
national honor and interest, -- these have been the 
guiding stars in the dim light of which there have 
been committed crimes and crimes! Whatever may 
be said of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internal 
legislations of the various nation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in their external dealings with one 
another there is no motive nobler th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supremacy, no guiding principle higher 
than selfish expediency, no final judgment of right 

other than that of the mailed fist.  Little wonder it is 
that the humanitarians and pacifists of our age -- a 
sadly small minority! -- should find new delight and 
comfort in the teachings of the Prophet of 
Königsberg who insisted upon moralizing and 
humani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y furnishing it a 
new and worthy ideal: namely, the complete 
realization of all human capacities in a state of 
perpetual peace and universal justice secured by a 
federation of free States.  

Ⅱ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Kantian ethics of 
states, we must first bear in mind the most 
fundamental concept in his entire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namely, the recognition of the worth of 
man. "There was a time", says Kant, 10 "when I 
despised the rabble who knew nothing. Rousseau has 
brought me to the right view. This blinding 
superiority vanished; I learned to honor men, and I 
would regard myself as much more useless than the 
common laborers did I not believe that this way of 
thinking could communicate a value to all other in 
establishing the Rights of Mankind". To Kant, man 
has absolute worth: he is an end in himself. And the 
moral law,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n the Kantian 
ethics is: Act so as to treat humanity, whether in 
thine own self or in that of any other person, in every 
case as an end withal, never as means only.11 

Great as was the influence of Rousseau on Kant, 
the Königsberg professor could not accept the 
pessimistic view of the former in regard to human 
progress and civilization. The human race, according 
to Kant, is continually advancing in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and in relation to the moral end of its 
existence.12 Progress, then, is the law of mankind. 
The ideal of humanity is not to return to the state of 
nature--the state of innocent ignorance--but 
completely unfold all its natural capacities.13 

The natural capacities in men, however, can be 
completely developed only in the species and not in 
the individual.14 For the individual cannot possibly 
learn in his life-time and by himself how to make a 
complete use of all his natural endowments. It i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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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ean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enlightenment 
through countless generations that mankind may at 
last arrive at the goal of complete development. The 
human race, to use Kant's expressive phrase, is 
"mortal in all the individuals, but immortal in the 
species"15. It is only in the group life that men can 
achieve their complete self-realization, and the 
history for mankind, viewed as a whole, is a 
continual process to bring about a political 
constitution,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perfect, in 
which all the capacities implanted by nature in 
mankind can be fully unfolded.16 

This gives rise to social and civil life. Although 
Kant does not think that the natural state of mankind 
should necessarily be represented as a state of 
absolute injustice and ceaseless warfare, 17 it was 
certainly not, as Rousseau represented it, a state of 
tranquil simplicity, when "men were innocent and 
virtuous and loved to have the gods for witnesses of 
their actions". 18  According to Kant, it was "a 
purposeless state of savages" with lawless freedom 
of action. Fortunately, Kant tells us in the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etc.", 19 there is in 
man what may be characterized as the "unsocial 
sociability" of men; that is, there is in every man "an 
inclination to socialize himself by associating with 
oth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a great tendency to 
individualize himself by isolation from others". It is 
this mutual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this unsocial 
sociability of men, that awakens all their power and 
drives them to seek honor and possession and power 
among their fellow men. This mutual antagonism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exist long beside 
each other in wild, lawless freedom, and thus 
necessitates what Kant calls "a pathologically 
constrained combination into a form of society".20 
This gradually develops into a civil union when men 
unite together to form a state to be regulated by law. 
The act by which a people thus constitutes itself into 
a civil union is called "the original contract" (pactum 
unionis civilis).21 

It is in the civil society that men are enabled to 
freely unfold their natural faculties. For it gives to 
the individual the greatest liberty -- which, with Kant, 
as with Mill and Spencer, is limited only by the like 

liberty of all others22 -- and consequently allows a 
thorough antagonism or competition of its members. 

But, Kant asks,23 what avails it to have a civil 
constitution among individual men when it is 
constantly threatened by external invasion and 
destruction? The barbarian freedom of the States to 
make war upon one another is just as great a 
hindr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ll the germs of 
humanity" as was the unlimited freedom of savag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s, therefore, cannot 
possibly be the final stage in mankind's effort to 
realize a perfect political constitution. Nor can war 
be a necessary evil: that would be contradictory to 
Kant's conception of a purposive and rational nature. 
Just as she has utilized the unsociableness of men to 
bring about the formation of civil unions, so she will 
again use the antagonism of States as a means to 
work out the final solution of the "greatest practical 
problem of the human race", the problem of 
establishing a political constitution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perfect. 24 And all the evils which 
necessarily result from the lawlessness of the nations 
will in the course of time compel men "to advance 
out of the lawless state of savages and enter into a 
federation of nations."25 In the prophetic eyes of the 
Konigsberg philosopher, the time will inevitably 
come when “every State, including the smallest, may 
rely for its safety and its rights not on its own power 
or on its own judgment of right, but only on this 
great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edus amphictionum), 
on its combined power and on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on will according to laws.”26 

This federation of nation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Eternal Peace" is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Kantian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With this 
scheme we shall now deal in the details in the 
following pages. 

Ⅲ 

Kant's scheme of "Eternal Peace" divide itself 
into two parts, the prohibitive and the constructive 
stages. The preliminary stage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statement that in concluding a peace, every 
measure should be taken to avoid sowing seeds fo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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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war. 27  To accomplish this end, Kant lays 
down these rules: 

1. Every State should be treated as a moral
person -- as an end in itself -- and must therefore 
never be acquirable by another State.28 “A State is a 
society of men, over which no one but itself has the 
right to rule or to dispone”. To reduce it to a thing to 
be transferred at will is to "contradict the idea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without which a right over a people 
is inconceivable". 

2. Standing armies shall be entirely abolished
in the course of time. For -- and how prophetic these 
words are! -- standing armies threaten other States 
incessantly with war; they invite the States to rival 
each other in the number of their armed men, which 
has no limits; the expenses occasioned by the 
standing armies make peace in the long run even 
more oppressive than war; and, finally, it is against 
the right of humanity for men to be hired for pay to 
kill or to be killed, although the employer may be the 
State.29 

3. No national debts shall be contrac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xternal affairs of the State30. 
Kant is strongly opposed to the credit system of the 
commercial powers of Europe which, before and 
since his time, has changed the color of so many 
parts of the map of the world. 

4. No State shall interfere by for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or government of another State. Even an 
offence given by one State to the subjects of another, 
according to Kant, does not justify such interference. 
For "a bad example given by one free person to 
another is not a lesion of his right".31 May we not 
say in passing that this is a philosophical vindication 
of President Wilson's policy of "watchful waiting" in 
Mexico? 

5. No State at war with another shall adopt
such modes of hostility as would necessarily make 
mutual confidence impossible in a future peace. 
Under this rule Kant mentions the employment of 
assassins or prisoners, and the like.32 We wonder 
what he would have said, had he lived to see the 
violation of treaties, the raids of Zeppelins and the 
attacks of the submarines! 

The constructive part of Kant's scheme consists 

in three definitive proposals. First, the civil 
constitution of every State shall be republican33. A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according to Kant, is one 
founded, firstly,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liberty of its 
members as men; secondly,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dependence of all its members on a single common 
legislation as subjects; and thirdly,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quality of all its members as citizens.34 Kant 
believes that the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is capable of 
realizing perpetual peace among the nations, for 
under such a constitution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is 
required to decide whether there shall be war or not. 
And Kant thinks that nothing would be more natural 
than that they should refuse to enter upon so 
undesirable an undertaking. On the other hand, in a 
despotic constitution where the people have no voice 
in the affairs of the State, the ruler can readily 
resolve to go to war from very insignificant reasons, 
"as if it were but a hunting expedition"! 

Secondly, the law of nations shall be founded 
on a Federation of States.35 Under the then existing 
condition of unrestrained lawlessness of nations, 
what was nominally called international law as 
expounded by such men as Grotius, Puffendorf, 
Vattel, and others, "have not, nor could have, the 
slightest legal force". The state of unrestrained 
relations, Kant thinks, is the natural state of nations, 
but is only a transitionary state out of which the 
nations shall pass in order to enter into a legal state. 
Just as the individuals have advanced from the 
lawless state into a civil union, so shall the nations 
ultimately enter into a pacific federation (foedus 
pacificum), which shall be a voluntary union of free 
States, in which the disputes between nations shall be 
settled "by the mode of a civil process rather than by 
the barbarous means of war". 

Thirdly, in this cosmopolitical system, the rights 
of men as citizens of the world shall be restricted to 
conditions of universal hospitality; that is to say, to 
the right of a stranger, on his arrival at another 
country, not to be treated by its citizens as an 
enemy.36 More than this cannot be expected. Kant 
often spoke with fiery indignation against the 
practice among European nations of occupying lands 
inhabited by the supposedly inferior races, "the m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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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ing of such peoples being regarded by them (the 
European nations) as equivalent to a conquest!" In 
this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1797) Kant refutes the notion that such acts of 
violent appropriation of land may be justified as 
subserving the general good of the world. "But", says 
he, "all the alleged good purposes cannot wash out 
the stain of injustice in the means employed to attain 
them!"37 

Ⅳ 

Two decades and a century have passed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ternal Peace" in 1795. Many 
conditions and events have since arisen which Kant 
could not foresee. The change which time has thus 
brought forth necessitates our considering Kant's 
pacific and cosmopolitan ideas in the light of new 
circumstances. But, before we take up the points 
which time has seemingly disproved, let us first 
briefly consider those ideas which have been verified 
by the history of the past century. 

Kant was right in insisting upon the necessity of 
removing at the time of peace negotiation all the 
material for a future war. Can we not attribute the 
hundred years'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o the successive steps on the part of both 
countries to remove all the seeds for a possible war? 
Can we not say with little fear of contradiction that 
the world is today reaping the harvest sown by the 
Treaty of Berlin of 1878 which entrusted Bosnia and 
Herzegovina to Austria-Hungary, and by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of 1895 which complicated the 
whole Far Eastern question? Kant was also right in 
his warning as to the evil results of armament. The 
world's history since 1870 has clearly shown the 
truth in his statement that armament only leads to 
international rivalry which has no limits, and that the 
expenditure occasioned thereby will make peace in 
the long run even more intolerable than war. Little 
could Kant suspect that 120 years after his emphatic 
warning, the world should still be spending three 
billion dollars annually for "armed peace", and, as a 
reward thereof, more than two million men should 
lose their lives in a war no yet six months old! 

We shall now discuss some of the important 
points the validity of which has been challenged by 
time. 

 (I)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Kant was 
mistaken in believing that the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was capable of avoiding war and securing peace. For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there has been a rapid growth 
of republicanism, but there has also been a parallel 
growth of militarism. Military service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compulsion or drudgery, but as duty and 
glory.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people of France,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have given their consent 
to the most terrific of all wars. Even the Socialists of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been swept away by the 
war tide. Even the American Republic has not been 
able to free itself from the curse of war. Was, then, 
Kant wrong in his faith in republicanism as the 
means to avert war? 

If we only seek the reasons for Kant's apparent 
failure, we shall see that he was not entirely wrong. 
In the first place,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 wars of 
the 20th century are wholly different from the wars 
as Kant understood them. The enlightened people of 
our own time no longer fight for the accession of a 
king, nor for the possession of a Helen of Troy. Kant 
was right in predicting that the citizens of a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would not be willing to be 
driven to a dynastic war. He only did not foresee 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istic sentiment which has since 
given to Mars a new and far more agreeable disguise. 
It has become a duty for every citizen to take up 
arms to defend his country. Even aggressive wars for 
expansion are disappearing. And today every soldier 
in the European War believes, or is made to believe, 
that he is fighting for the defense of his fatherland. 
He is dying for a cause far "nobler" than the 
Königsberg Prophet in the Age of Reason ever 
suspected. 

In the second place, republicanism in the sense 
in which Kant understood it, has never existed on 
earth. Whatever republicanism has existed in the 
world has only been partial and imperfect expression 
of the ideal. In the European countries, not excluding 
Great Britain, the foreign policy is still carried on by 
a few politicians irresponsible to the mas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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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The People are now fighting to fulfill an 
obligation of an alliance or entente, or to enforce a 
treaty of neutrality, -- which alliance and which 
treaty they themselves have never had a voice in 
contracting or pledging! Even in America a Madison 
or a McKinley could easily impose a war upon the 
people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defense or honor. So 
may we not say, then, not that republicanism has 
never failed to avert war, but that republicanism in 
the Kantian sense has not had a trial? May we not 
still hope that an ideal democratic control, by women 
as well as by men, of the foreign policy and war and 
peace of the States, is after all the best safeguard of 
peace and moral progress? 

In the third place, Kant's belief that the people 
would not vote for war was based upon these 
material considerations: (1) they have to fight in their 
own persons; (2)to pay the cost of the war; (3)to 
suffer the devastations; (4)and to bear the burden of 
debts accumulated by the war and by the subsequent 
necessity of armament. But these material losses 
have since Kant's time been counter-balanced by 
many other and more elevating idealistic 
considerations. Besides the growth of patriotism 
which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here are the 
biological and the historical justifications of war. 
"War", says General F. von Bernhardi, "is a 
biological necessity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a 
regulative element in the life of mankind which 
cannot be dispensed with, since without it an 
unhealthy development will follow, which excludes 
every advancement of the race and all real 
civilization". 38  And, to quote the same 
representative authority, "wherever we open the 
pages of history we find proofs of the fact that wars, 
begun at the right moment with manly revolution, 
have effected the happiest results, both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39 Such distorted notions of biology and 
of history, which we are not here called upon to 
refute, have done much to idealize and glorify war, 
and may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seeming growth 
of republicanism has only increased the glory and 
magnitude of war. But these arguments have no 
weight in the Kantian system of ethics. 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 No end, be it biological development 

or cultural mission, can ever justify the lawlessness 
and brutality in the means employed to realize it. 
Moreover, although Kant believed in the mutual 
emulation of men as the means of progress, he never 
for a moment ceased to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the 
highest and fullest development of human capacities 
can only be attained in a state of universal peace 
guaranteed by the federation of nations. 

 (Ⅱ ) It may be asked, is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as Kant conceives it, sufficient for the 
maintenance of eternal peace? As we have seen, it is 
to be, not an indissoluble federation lik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merely a "voluntary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States dissoluble at any 
time"; not an "ever-growing state of nations", but 
only a “negative surrogate of a federation of the 
States averting war, and subsisting in an external 
union”. Such a loose organization, apparently 
without an international police force, would seem to 
us rather inadequate to realize the end contemplated 
by Kant. Bu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the Kantian 
scheme presupposes two preliminary steps without 
which a federation is impossible. First, the States are 
to be disarmed; and, secondly, the judgment 
pronounced by such a federation o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s to be final and binding. To the absence of 
these two important preliminary steps -- of which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force is the only 
initial move, -- we must attribute the ineffectual 
character of the Hague Conventions. So long as the 
individual nations are sufficiently armed to be the 
judges in their own cases, so long as the verdict of 
the supra-national tribunal is unenforceable by police 
power, so long Kant's dream of "Eternal Peace" 
cannot be realized. 

It has been further objected that such a scheme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is not only impossible in 
practice, but also undesirable in principle. "A State", 
says H. von Treitschke, "that renounces war, the 
subjects itself at the outset to a tribunal of nations, 
yields its own sovereignty, i.e. its own existence".40 
To this Kant would reply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a 
people or nation is "an erroneous and absurd 
expression". 41  Indeed he deplores the fact that 
"every State founds its majesty on not being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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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ny legal coercion". It is of course very difficult to 
convince the extreme nationalist to this point of view, 
but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truth in Kant's position. The fundamental fallacy of 
the narrow nationalist, it seems to me, is that he sees 
nothing higher than the State in the world's history.42 
"In the world's history"? True enough! But history is 
made by mankind, and by far the greater part of 
human history lies not in the past but in the future. 
Mankind has thus far succeeded in yielding his 
individual sovereignty or liberty for the sake of a 
larger and fuller group life -- of a family, a tribe, and 
a State. Will the progress of mankind stop here? 
Nothing but ignorance and pride and prejudice could 
preclude men to extend their conception of 
community life from the State to what Lord Haldane 
has happily termed a "higher nationality", 43  the 
World State, in which, to repeat once more Kant's 
own words, "every State, including the smallest, may 
rely for its safety and its rights not on its own power 
or its own judgment of right, but only on this great 
foedus amphictionum, on its combined power and on 
the decision of the common will according to laws". 

NOTE: -- The above essay is chiefly based 
upon the following works of Kant's: 

Ⅰ.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1784. 

Ⅱ . Ueber den Gemeinspruch: Das mag in 
Theorie richtig sein, taught aber nicht fürdie Praxis, 
1793. (Pts. II & Ⅲ)  

Ⅲ. Zum ewigen Frieden, 1795. 
Ⅳ . Metaphysische Anfangegrunde der 

Rechtslehrs, 1797.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used are: 
1) Hastie: Kant's Principles of Politics,

Edinburgh, 1891, containing I., Ⅱ. , and Ⅲ. 
2) The same, reprinted by "The World Peace

Foundation", Boston, 1914, with introduction by 
Edwin B. Mead, and notes (original) taken from the 
translation by Mary Campbell Smith, M. A., London, 
1903. This edition also contains Part II of the 
Rechtslehre. The edition bears the new title, "Eternal 
Peac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Essays". 

3) Hastie: Kant's Philosophy of Law

(Rechtslehre), Edinburgh, 1887. The page number in 
the following notes, unless otherwise noted, refers to 
the Boston edition. 

（席云舒  整理）

1 Eternal Peace, etc., p. 110 
2 p. 101 
3 p. 18 
4 p. 83 
5 p. 112ff. 
6 p.114 
7 p.115 
8 p. 116 
9 p.118 
10 Quoted by Hastie in his introduction to Kant's Princ. of 
Pol., xx, n. 
11 Fundamental Princ. Of the Metaphy. Of Morale, tr. By 
Abbott. Sect. ⅱ. 
12 Eternal Peace, etc., p.59 
13 p.5 
14 p.6 
15 p.8 
16 p.19 
17 Philosophy of Law, p.164. 
18 Rousseau, A Discourse on Arts and Sciences, p. 146 
(Everyman Ed.) 
19 Eter. Peace, etc., p. 9 ff. 
20 p. 10 
21 Philos. of Law, p. 169 
22 Eter. Peace, etc., p. 14 
23 Ibid. 
24 Ibid. 
25 Ibid. 
26 Ibid. 
27 p. 69 
28 p. 70 
29 p. 71 
30 Eternal Peace, etc., p. 72 
31 p. 73 
32 p. 74 
33 p. 76 ff. 
34 p.76. Cf. p.31. 
35 p. 81 ff. 
36 p. 86 ff. 
37 Philos. of Law, p. 228. 
38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p. 18 
39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p. 41 
40 Treitschke, 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Aufsatze, Ⅲ, p.533 
41 Eternal Peace, etc., p. 82 and note 1. 
42 Treitschke, Politik. I, Sect. 3. 
43 Higher Nationality: a Study in Law and Ethics (New York, 
1914), p. 2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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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祖詒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潘光哲

紀錄：莊茹蘭、溫楨文

時間：2015 年 5 月 27 日（三）15:30-17:00 

地點：台北市富錦街張祖詒先生宅邸

我與適之先生的淵源

即如《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一書所載，

我算是適之先生「在臺北的唯一親戚」，而這個親

戚關係乃源自於我已逝的首任妻子江小波女士，

她是安徽旌德人，是胡夫人的從內姪女。內人跟

這位姑媽相熟始於抗戰時期，當時胡夫人嘗避居

在安徽旌德娘家一段時間，加之內人上小學時，

曾住在姑媽上海家裡約莫有半年到一年的時光，

所以她們姑姪間很是親暱。不過也就只是那一段

光陰彼此比較有接觸罷了，內人從不對外說起這

層關係，縱然對我亦是如此。

我們於 1943 年在江西贛州結婚，當地隸屬蔣

經國先生出任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時「建設

新贛南」的區域，那時新贛南規定結婚必須要透

過集團結婚（公證結婚），於是我們便依照相關規

定參加由縣政府主辦的集團結婚，因而我們結婚

證書上的證婚人名義還是蔣經國先生啊。直到我

們結婚時，我仍不知道她有這麼一個貴親——胡

適夫婦——。 

抗戰勝利以後，我擔任東北財政金融特派員

陳公亮先生（陳錚，陳儀的五弟）的秘書，一起

為復員經濟工作打拼。無奈在蘇俄的卵翼下，中

國共產黨日益蠶食東北，局勢一天比一天惡化。

到了 1947 年 11 月，陳公亮先生奉派為中央印製

廠總經理（第二任總經理：1947.11-1950.6），我便

跟隨他到上海中央印製廠總管理處赴任。不久，

局面愈加險惡，中央印製廠開始作遷廠準備。1948

年，我陪著陳公亮先生到臺灣踏勘，為中央印製

廠遷移計畫作周密籌謀。所以我在大陸未淪陷前

就已到臺灣來了。

1954 年，適之先生尊重並維護憲法的法統，

決定回國參加國民大會，並被公推為主席發表演

說，那是我個人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見到適之先生，

以後我陪同內人常去向他問安，也常談談他們安

徽家郷的事。1961 年 10 月，胡夫人決定回國陪伴

適之先生，內人一聽到她姑媽回來了，趕緊要我

陪她前往探視，姑姪見面分外高興。從那時候起，

內人就常常去探望姑媽，當然也就更有機會經常

見到姑丈適之先生。

我對適之先生的回憶

儘管因內人的關係使我與適之先生有親戚之

誼，平常見面我也同內人一樣稱呼他「姑丈」，但

我們之間的往來其實不多。加上適之先生是譽滿

全球的名人，平常開會、演講、會客、酬賓等等

要應付的事務實在太多、太忙，我怕自己的探訪

會加重其負擔，所以我鮮少主動去拜訪他。但 1961

年 2 月，適之先生因心臟病猝發，在台大醫院特

一號病房住了兩個多月。出院後暫住於福州街 26

號，這是臺灣大學預備給客座教授的住宅。因此

次適之先生的發病，著實嚇壞身邊友朋們，在其

住院期間，早就決定，絕不再讓適之先生單獨住

在南港。於是便由臺大錢思亮校長安排，經與中

央研究院相關人士商議，決定採取由中央研究院

以學人住宅交換臺灣大學的福州街宿舍，以為適

之先生出院靜養處所。那是一幢純粹日式屋舍，

內部格局有客廳、書房、餐廳、配餐室各一間，

臥室兩間，起居室一間，後邊還有一個小房間。

臥室兩旁都是走廊，還有前後院子，環境相當清

幽。

大家為恐適之先生在此乏人照拂有失，白天

全由胡頌平先生陪伴；晚上除遵醫囑安排專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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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員徐秋皎小姐（適之先生住院期間的特別護

士）照顧外，另由胡頌平、王志維與我三人輪流

在此當值。記得我那時分配的時間是每星期一、

二兩晚，前後共二個月的時間。正是因為這個緣

故，使我有了比平常更多的時間與適之先生接觸。

適之先生待人和藹可親，這一點讓我十分敬佩。

一位譽滿天下的人物，與我當時一介小公務員之

間，身份地位尤其在學問上不啻天壤？但適之先

生卻沒有一點架子，異常親切。當時很多人向他

求字，我也曾經替朋友求過幾幅，倒是沒有為自

己打算過。後來，適之先生嘗主動寫了幾幅字送

我，然而我中間經歷了內人生病、過世、搬家等

等情事，這些東西也不知道落在哪裡了，實在殊

為可惜。

適之先生就是這麼一位以真性情待人的長

者，即便有事交代晚輩去辦，必也是客客氣氣地，

對相關辦理人士更是禮數周到，讓人感到相當愉

快。舉一件事情為例，適之先生當時想把自己珍

藏多年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重印出來，與我

談起此事，我便告以中央印製廠有彩色套印的技

術與經驗，建議讓其試試。適之先生一聽之下極

為高興，連忙向我確認印製廠真的可以承印此書

嗎？我答以從技術層面來說是完全不成問題的。

並進一步告訴適之先生，此前印製廠嘗重印譚延

闓先生的《慈衞室詩草》一書，我可以帶來當樣

本讓他看看。適之先生看過後，覺得印製廠套印

技術相當高明，於是便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這部書交給中印廠處理。我當下立即向印製廠總

經理時壽彰先生報告此事，其時陳公亮先生已經

卸職，他表示這是莫大的榮幸，慨允接受，並要

我與相關幾個技術主管詳談。

適之先生所藏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重印

作業於 1961 年 2 月初展開，用朱墨兩色套印，我

負責居間聯繫、送樣給適之先生過目，來來回回

好幾次，直到他滿意後，才正式開始付印。中央

印製廠也將此事視為光榮任務，本著精益求精的

精神來處理，甚至不惜工本，只是為了要呈現最

完美的成果。光是紙張用料就選用重磅質精的道

林紙，所以每部書重達二磅。1適之先先原預計重

印 500 本，不意台、港二地，預約竟近 1400 部。

故最後決定印製 1500 部。1除了適之先生自留的

100 部外，其餘的書皆按照預約訂購單上的地址，

統由印製廠負責郵遞或派送相應數量到達訂購

人，整件事情至此圓滿達成，我幸不辱命，適之

先生也相當高興。

當時適之先生親筆題簽一部《脂硯齋重評石

頭記》送給我，十分具有紀念價值，我個人也視

為珍寶。但是這部書目前並不在我手上，我在某

個機緣下轉送給了好友丁懋時先生的千金，她在

大學教授比較文學和中國文學史，非常景仰適之

先生，在我家裡看到這部書驚為天人。我當時認

為這一位晚輩值得擁有這部書，對她個人研究工

作大有裨益，所以我便在上面另外加題了字轉贈

予她。 

話說回來，當《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部書

重印出版後，適之先生曾親筆致函予當時印製廠

的總經理何驤先生（第五任總經理：1961.3-1965.4）

表達個人由衷感謝之意，信中並摘錄數則海外出

版界人士盛讚此書印製精美的稱揚文辭，予印製

廠同仁勖勉。1記得那時適之先生還特別一再問我，

有沒有遺漏忘記應該要感謝的相關工作人員。上

述那一封信末了，他還特別提到羅福林先生。羅

先生便是當時印製廠技術室主任，等於是實際主

持重印事務的第一線指揮官，沒有羅先生的設計

規畫和現場監工，這部書的成果也許便會大打折

扣，所以適之先生在信裡特別謝謝他的協助。由

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適之先生是一位多麼周到

細心的人，即使細微末節他都能留神，處理得周

密仔細，讓我非常敬佩。 

另外一件表現適之先生待人溫情的故事則是

發生在我跟內人身上。1961 年年底，適之先生一

位中國公學的學生馬逢瑞先生，送了他一具驅逐

艦模型，接上插頭，整艘軍艦裡的燈都會亮起來，

相當精巧。適之先生竟然馬上聯想到內人的父親

是海軍將領，將此物轉贈於她，會顯得更有意義。

我岳丈江澤澍先生身經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山東

芝罘煙台海軍學校、上海吳淞海軍學校、南京海

軍槍炮魚雷學校等淬煉，是近代中國新式海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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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養成的菁英之一。據「旌德名人」載 1922 年陳

炯明叛變時，江澤澍任肇和艦副艦長，他和艦長

盛延祺二人同心協力護送中山先生登上永豐艦順

利脫走，但江澤澍不幸被作亂士兵開槍射殺身亡。 

適之先生想必是知道這個故事，所以當他收

到這一件禮物時，便想要轉送給我們，於是馬上

寫了一個便條給我們：「祖詒、小波：這是我的朋

友馬逢瑞的兄弟馬瑞琳先生做的驅逐艦模型，是

依工程比例做的，很精巧。小波是海軍的世家，

所以我把這模型送給你們的孩子做新年玩具。」短

短幾句話，現在讀起來，我還是覺得很溫暖。 

我個人覺得與適之先生的相處相當融洽愉

快，剛開始接觸時，不免震懾於其大名，講話格

外謹慎，也不便隨意主動發問。但適之先生滿腹

經綸，談吐儒雅，幽默風趣，往往在無形中消弭

了我們的不安，也增益很多知識，日子久了，慢

慢地大家彷彿覺得像是在跟家裡長輩相處無異，

他也把我們當自家小輩一樣看待。遇事需要交代

我們去處理時，必定是考慮到受託者的方便性，

絕不會特別要我們去幫他做任何額外事。譬如適

之先生嘗拜託我轉送《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給袁

守謙先生一事，1便是因為袁先生是我老長官陳公

亮先生的妹夫，且（和）我們住家僅有一街之隔，

我常去袁先生家走動。適之先生知道這些，所以

就託我處理這些事。後來，袁先生有覆適之先生

的信，也是由我轉達的。1此外，有時看到外邊在

販賣一些家鄉的食物，便會買一些給適之先生嚐

嚐。有一次我買了一些「光麵」送他，光麵就是

麵條，麵身比北方拉麵細，又比一般的麵線要來

的粗，我們江蘇人管這種麵條叫「光麵」。江蘇常

熟麵點功夫相當出名，一般人家裡也常常會自己

製作光麵。適之先生聽我說起「光麵」，即問胡頌

平先生家鄉如何稱呼此麵？胡先生是溫州人，他

說溫州人稱為「索麵」。適之先生接著說，在徽州

因該麵形似繩索，所以也稱之為「索麵」。他更進

一步指稱，曾經在《朱子語類》裡看見過「索麵」

的稱呼，所以斷言在南宋時代「索麵」已經很風

行了。由此可以看出，適之先生言之有據，且事

無鉅細均用此種態度面對。 

記得有一次，適之先生問我家鄉常熟的事。

我便告訴他我們老家是一般的江南中產階級家

庭，講究的是「耕讀傳家」。我有一位叔公還中過

進士，被欽點翰林。適之先生聽了大感興趣，問

我叔公的名字。我說叔公名叫張蘭思，因為老家

祠堂上掛的匾額是他題的字，落款就是張蘭思。

適之先生聽了，馬上進書房去翻查歷朝進士名錄。

結果翻查半天，遍尋不著，適之先生還問我有沒

有別的名字？我說印象中沒有，就是這一個名字。

當時我覺得很窘，感覺好像是自己在說謊一樣。

可是我明明清清楚楚記得老家掛的那一塊「太史

第」的匾額，這就是被點翰林的證明啊，然後叔

公那名字「張蘭思」也很清楚啊，怎麼會找不到

呢？但當時我實在提不出任何其他佐證，於是這

件事就一直懸在我心裡多年。一直要到臺灣開放

大陸探親以後，那時候我因為工作關係尚不能前

往，結果我一個弟弟要回大陸看看，我便託付他

此事，希望他幫我查一查。結果我弟弟回到常熟，

親自去翻查縣志，才查到叔公名張繼良，光緒廿

一年進士，其下註明字蘭思，號雙南。至此方始

尋得鐵證，但是適之先生早已故去多年，已經無

法給他看我找到的證據了，他最重視考據，實在

遺憾。 

還有一次在餐上，適之先生突然有要寫字，

問我：「身上有自來水筆嗎？」我回說沒有，護士

徐小姐立刻到書房去拿，胡先生卻用英文說了一

句笑話：「gentleman without a fountain pen」，而我

竟冒失地出口回了一句：「but a fountain brain」。我

正自悔失言，胡先生卻微笑輕鼓掌說「好」。 

其實我對適之先生生平的瞭解，特別是其在

1950-1953 年這一段時間的心境，是讓我印象最深

刻的。關於這一段歲月，我是看陳之藩先生的散

文集所得到的訊息。他其中有好多篇幅寫他跟適

之先生的魚雁往返的交往經過，在裡邊提到適之

先生那一段時間在生活、精神上的苦悶——中共

佔據中國大陸，共產黨對他發動思想的清算、大

使卸任後經濟之窘。後來普林斯頓大學聘請他擔

任東方圖書館館長，也是經過很多曲折，並不是

很順利。所以那段時期我認為是適之先生一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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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最艱難的時候。我現在看來還是很感

動，因為陳先生的文筆相當好，感人忒深。 

我對胡夫人的回憶

胡夫人在1961年10月18日從紐約返抵國門，

適之先生親自去松山機場接機，可以看出兩人感

情很好。對於他們兩人的愛情故事，我想大家都

非常清楚，但根據我個人近身觀察，更能感受到

適之先生對於胡夫人的關心，可謂無微不至。要

不是他心臟突然出問題，適之先生原本是計畫要

親自飛往紐約去接胡夫人回來的，他把接太太回

國定居這一件事看得相當重要。 

前面提到過內人跟胡夫人的感情，所以等到

胡夫人回國以後，內人便常常去陪伴她這一位姑

媽。姑媽很會做菜，一手安徽菜既道地又美味，

最出名的就是一品鍋。自姑媽回國後，我們每年

過年去姑媽家都會嚐到這一名鍋。一品鍋的鍋子

大且深，裡邊置放著一層層的食材，葷素皆有，

海鮮、肉類、蔬菜、蛋餃不一而足，大概放了七

八層，是一道很花工夫的年菜，我們往往吃得很

過癮。相較之下，適之先生自從心臟病發以後，

飲食務求清淡，重油、重鹹口味的食物絕對忌口，

也不能過量。當初我們在福州街 26 號陪伴他時，

老實說我們陪他吃飯都吃不飽。但我記得適之先

生吃芒果的方式很特別。一般人吃芒果，都是切

開兩邊，然後用刀在上頭劃上橫豎幾條線條，然

後用雙手一撐，就呈現整齊一顆顆的果肉，方便

食用。適之先生的吃法是保留芒果頭尾部分的皮，

其餘的皮撕掉，然後雙手各執頭尾部分，以芒果

就口，這樣不但能維持雙手的乾淨，芒果也能吃

的乾淨，這一點很是特別。 

姑媽平常在台北最重要的社交消遣就是打麻

將，她在美國就很喜歡打牌，但能陪她打牌的牌

友不多。等她回到臺灣以後，錢思亮的夫人張婉

度、內人江小波、陳勉修的夫人秦舜英等幾位都

是他固定的牌友，戲稱為「常務委員」。適之先生

過世以後，中央研究院把原來在和平東路上的一

個辦事處改為胡夫人的住所。那時候為了替老太

太排遣寂寞，大家都要陪她打麻將消閑。有時候

內人有事，不克前往，我也會下場陪她們打幾圈。

說起來，我也陪過適之先生打過麻將。當時在座

的四人，除我與適之先生外，另外兩人分別是梅

貽琦與沈宗翰二位先生。當時在胡祖望家裡打的，

忘了是過年還是其他節日，總之大家喝了一些酒

助興，也忘了是誰提議打個小牌玩玩，結果我就

湊了一腳，陪這三位老先生打了四圈不到的麻將，

恐怕是絕無僅有。 

適之先生過世以後，大家最擔心的就是姑媽

的身體，內人那時候幾乎是天天去陪她，希望有

人陪著不會讓她感到孤單寂寞。也儘量陪她做自

己有興趣的事，分散她的注意力，不讓她沈浸在

失去適之先生的悲傷裡。不幸的是，內人那時候

得了胃癌，竟於 1970 年撒手人寰，先她姑媽而去。 

我對胡適家人的回憶

適之先生的哲嗣胡祖望先生，為人樸實誠懇，

生於 1919 年，比我小一歲。在泰國結婚，胡夫人

曾跟著祖望一家人在泰國居住。後來回臺灣在美

援會工作，1960 年他的老長官王蓬先生在華盛頓

打電報給美援會，希望調祖望去襄助其工作。祖

望幾經考量，最後決定接受此事，乃舉家至美國

華盛頓常住。適之先生有時去華府開會，偶爾在

那休息小佇。

他的妻子曾淑昭女士，畢業於金陵女大，是

一位非常能幹的人。在台北期間，服務於中國航

空公司。她中英文底子俱佳，去美國後在華府喬

治頓大學教書，主要是教外國人中文，也有開設

講授中國文學的課程。今年應該也九十歲出頭了，

仍住在華府。 

而兩人唯一的兒子胡復，適之先生生前還幫

他取了小名「仔仔」，美國康乃爾大學畢業，主修

音樂，現在在美國工作。

（潘光哲：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胡

适纪念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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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胡适 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一文的写作时间 

张书克 

【内容提要】席云舒先生认为，胡适 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一文的写作

时间，可能是 1914 年下半年。本文认为，根据胡适现存藏书中所标示的购书时间来判断，胡适此文写

作的时间可能在 1916 年上半年。 

【关键词】胡适  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写作时间

对于胡适 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一文的写作时间，席云舒先生认为，

此文很有可能写于 1914年下半年，即胡适在康奈

尔大学学习期间。
1
不过，我在查阅胡适的藏书时

发现，情况恐怕未必如此。 

在现存胡适藏书中，有四本洛克的英文著作，

分别是： 

一、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John Locke，

共两卷，编辑者是 J. A. ST. John，出版者是伦

敦的 G. Bell and Sons Ltd.，印刷时间是 1912

年（第二卷）和 1913年（第一卷，大概是第二次

印刷）。两卷的扉页上都有胡适的钢笔签名：“Suh 

Hu，October，1914”。该时间应该是胡适购买此

书的时间。 

二、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

出版商是伦敦的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imited 和纽约的 E. P. Dutton and Co.，无出

版日期。扉页上有胡适的钢笔签名：“Suh Hu，Dec.，

1915，New York”。 

三、OfCivil Government，出版商是伦敦的

J. M. Dent & Sons Ltd.和纽约的 E. P. Dutton & 

Co.，出版时间是 1924 年。 

四、OfCivil Government：Second Essay，

出版商是芝加哥的 Henry Regnery Company for 

Great Books Foundation，无出版日期。该书由

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应为胡适晚年所购。
2
 

上述四种著作中，后两种明显和此处讨论的

问题无关，不论。 

根据江勇振先生的说法，和胡适 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一文相关

的课程可能是两个：一个是康奈尔大学时期的“哲

学 30：经验论与唯理论”；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时

期杜威开的“社会政治哲学”。
3
前者的时间是 1914

年秋天；后者的时间大概是 1915 年下半年到 1916

年上半年。根据胡适藏书中所标示的购书时间，

我们大体上可以作出如下推断： 

1914 年秋天，康奈尔大学的艾尔比教授开了

一门“哲学 30：经验论与唯理论”，该年 10 月，

胡适买了一本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John 

Locke，以供上课之用。 

1915 年下半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教授开

了一门“社会政治哲学”，该年 12 月，胡适买了

一本 Two Treatises on Civil Government，以供

上课之用。 

上述推断，不仅时间吻合，而且，从常识来

判断，“经验论与唯理论”的课程上读洛克的哲学

著作，读《人类理解论》；“社会政治哲学”课上

读洛克的《政府论》，不仅合情合理，而且顺理成

章。 

因而，我倾向于认为，胡适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一文应该是杜威开

的“社会政治哲学”课上的作业，写作的时间应

该是 1916年上半年。此文后面“very good indeed 

& well written”的评语也应该是杜威所为。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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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席云舒：《胡适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

载《社会科学论坛》2014 年第 11 期。

2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胡适纪念馆编：《胡适藏书目录》第四册，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12、2643、2484、2851 页。

3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新星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63 页。

胡适图书馆建设思想新探 

吴云峰 

[摘要]：胡适认为图书馆是青年人的良师，是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的需要，是规范教科书和专有名词

的需要，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实力的体现。胡适提出了加强图书馆建设的诸多措施，

如自力更生建设图书馆，加强馆际分工与交流，主张图书馆服务于公众，聘请专业人士为图书馆主任，

采用科学的编目方法，采用“杂货店”式的收书法。胡适图书馆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受中国传统书院

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西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关键词]：胡适、图书馆、管理 

A New Exploration of Hu Shi’s Library Construct Thought 

WU  Yunfe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HuangshanCollege, Huangshan 

245041China;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Hu Shi thought that library was young people’s good teacher, was the needs of public culture 
undertakings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s of norm textbook and technical term, wa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of 
academic study, and the reflect of national strength.Hu Shi put forward many measures to strength the library 
construct, such as build library through one’s own efforts, enhance the interflow between libraries, he 
advocated that library should serve the public, invite special personnel director, adopt scientific catalogue 
method and grocery way of collect books.Hu Shi’s thought of library construct was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addition he also effect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library 
undertakings. 

Keywords：Hu Shi, Library, administration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著名的历史学

家、教育学家，曾担任过北大教授、中国公学校

长、北大校长等职务。自 1925 至 1937 年，胡适

先后被聘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索引委员会书

记、北平图书馆中文采购组委员、北平图书馆委

员会委员长等职。1949 年胡适离开大陆后，一直

在美国做寓公，1950 年 5 月 14 日，胡适被聘请为

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胡适

一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图书馆建

设与管理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学

术界对李大钊图书馆思想关注较多，对胡适的图

书馆建设思想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主要的成果

有：季维龙《对胡适的图书馆学见解述评》（《图

书馆杂志》1982 年第 2 期）一文论述了胡适关于

近代图书馆的作用、任务、藏书建设、目录编制、

工具书使用等方面的见解。周勤《胡适目录学思

想初探》（《江苏图书馆学报》1993 年第 6 期）一

文指出：胡适有丰富的书目编制实践，有系统的

目录学思想，胡适撰写的大量的书评和序跋，也

是我国目录学思想宝库中一笔珍贵的遗产。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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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5 年第 3 期）一文从资金筹措、人才选用、藏

书捐赠几个方面介绍了胡适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发

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但总体上看，由于资料较

少，关于胡适论述图书馆建设的意义、发展图书

馆事业的方法及其思想渊源，还缺乏深入的挖掘，

一些文章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比较浓，因此开展对

该问题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必要性 

1.是青年人学习的良师 

胡适在北平图书馆协会上的演讲上指出：“良

好教师可求而不可得，图书馆则可求而可得，故

青年当埋头于图书馆中。”[1]562 胡适认为青年人学

习必须寻找良师益友，而图书馆则是青年人的良

师。胡适认为图书馆的作用不亚于老师：“我国年

来学校教育不过骗人而已，作校长，作教员，官

立学校，私立学校，鄙人均曾有其经验。所授予

学生者毫无真东西，能供给真正之知识者，惟有

图书馆耳。昔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校长

白氏（Burr）教历史学，即在图书馆中授课（此馆

即名白校长图书馆）。授课时首先认定题目，互相

研究，诸生各报告其心得，在架上自觅书籍参考。

始初亦多感觉无味，继续鼓励，乃颇引动兴趣。

有时发现不经见之书，更能发生新兴趣，所谓图

书馆为真正好教师也。”图书馆为青年学生发现学

习兴趣，帮助他们自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北大的学生曾为讲义费的事哄闹，以致于校

长以下辞职。1922 年 10 月 29 日，胡适在北大学

潮平定后之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我对于此

次风潮的意见，在二十五期努力周刊上已说过，

今天不必再说。今日要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

大家须向一条建设的道上走。所谓建设有四项：

（1）是图书馆，（2）是寄宿舍，（3）是大讲堂，

（4）是提高学校程度。没有大图书馆，可说是无

从研究学术……所以今年开学以后，第一次会议，

即将建筑图书馆通过，决定协力做起来。”胡适一

直是主张走改良道路的，他要求学生必须安心地

在学校里做学问，不必过多参与政治。认为建设

图书馆、引导学生走学术的道路，是避免学生闹

风潮的有效途径。 

2.是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的需要 

胡适认为要发展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大力举

办图书馆。他认为当时上海的图书馆甚少，与服

务大众的文化需求距离还很远。“上海人口有二百

六十万，而公开图书馆殊少。东方图书馆虽较好，

然性质不宜于公众，且地点又较偏僻；徐家汇藏

书楼不公开，学校图书馆亦多不公开。至于藏书，

南洋中学之书目较好，吴淞[中国]公学之社会科学

图书较可称外，余可举者甚少。誉北平各馆为全

国图书馆之冠冕，诚非过言，亦非余欲见好于在

座诸君也。”[1]563 他认为图书馆要服务于民众的文

化事业，首先要有一定的数量，其次要做到开放，

第三要选择适当的地点，方面民众利用。胡适认

为民众要接受新文化，需要国家和社会大力兴建

图书馆。 

3.是规范教科书及专有名词的需要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最初是从洋务运动开始

的，教材也大多从西方引进。胡适一直提倡科学

精神、科学方法和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然而近

代科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不仅教科书缺乏，而且

科学的专有名词翻译也不统一，这给科学的普及

带来了诸多不便。胡适主张由图书馆来编写统一

的教科书，统一专有名词。 

1914 年，胡适在《非留学篇》一文中针对大

学中西文教科书缺乏及科学名词不统一等问题，

建议“国家设专门图书院，选专门学者居其中，

任以二事：子、编译专门教科书供大学采用。丑、

编译百科词典。凡译者书者须遵用词典中名词，

以求统一。词典未出版以前，著书译书者，须将

所用名词，送交此馆中本科编纂人，得其核准。

如著译人不愿用词典中名词，须注明‘词典中作

某名’。此图书馆或即与国家所立大学同设一处，

俾编译教科书者即可实地练习，视其书适用否。”

[2]37 他认为可以由国家设立的图书馆来统一教科

书，编译百科词典，统一专有名词以便于科学的

发展。胡适曾为商务印书馆提出一个改良编译所

业务的报告，其中一项就是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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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主要是靠出中、小学教科书来赚钱。

周越然编了英文《模范读本》一书，所得出版费

有二十万元之多，可见商务印书馆在印刷教科书

方面影响之大。商务印书馆曾试图聘请胡适担任

编译所长，胡适虽然没有受命，但推荐推荐自己

的英文老师王云五自代。 

4.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 

胡适一生热爱读书、藏书。他以考据学见长，

他著名的治学方法十字箴言是“大胆的假设，小

心的求证。”他曾致力于《水经注》、《红楼梦》等

考证，千方百计寻找证据。他在《找书的快乐》

一文中谈到：“这十一年来，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

书，加上历年来自己新买的书，又把我现在住的

地方堆满了，但是这都是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

行的书一本也没有。找资料还需依靠中研院史语

所的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如台湾大学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等救急。”[1]742 他在《治学方法》

一文中讲到：“治学的人差不多是穷士居多，很多

的书不能都买全，所以就要知道我们周围的，代

替我们设备的有些什么。比如北平的图书馆，那

里边有些什么书能够被我们所应用”[1]579 胡适主

张充分利用图书馆所藏图书，开展学术研究。他

在《美国如何成为世界学府》的演讲中讲到怀特

所创办的康乃尔大学：“又如怀特，他对创办大学

的梦想是该备有各科门的师资，藏书丰富的图书

馆、博物馆，自由研究、自由思想，男女兼收。”

[3]33 胡适认为，图书馆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必要条

件，学校和社会都应当设立图书馆，为学术研究

提供方便。1960 年，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祝寿酒会

上的答谢词中讲到：“民国四十五年，那时我在加

里福尼亚大学教书……那时在美国借书有了种种

限制。如普林斯登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

会图书馆，本来我都可借的；但那时国会图书馆

是不能借了，必须由普林斯登大学代借，又有时

间的限制。我因想起史语所的我那一行的书籍最

多。我在国外是得不到助手的，又有图书的原因，

所以想要搬到台湾来住。”[4]816 胡适晚年回到台湾

居住，原因之一就是要利用史语所的图书资料。 

5.是国家实力的体现 

胡适主张教育救国，他把图书馆事业的重要

性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认为有无高质量的图

书馆是国家实力的体现。1915 年 2 月 21 日，胡适

与英文教师亚丹先生（Prof.J.Q.Adams,Jr.）谈话时，

讲到中国的大学时候，他说：“国无海军，不足耻

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

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

其洗此耻哉！”[5]3 胡适把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事

业看成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体现了胡适的长

远的眼光。中国虽然是文明古国，但有悠久历史

的大学并不多，究其原因，胡适指出：“为什么历

史不及我们的国家，会有那么长远历史的大学，

而我国反而没有呢？因为人家的大学有独立的财

团，独立的学风，有坚强的组织，有优良的图书

保管，再加上教授可以独立自由继续的研究，和

坚强的校友会组织，所以就能历代相传，悠久勿

替，而我们的国家多少年来都没有一个学校能长

期继续，实在是很吃亏的。”[6]684 他认为建设图书

馆是延续文化，保持学术独立和增强国家实力的

必要途径。1932 年 12 月，在长沙中山堂《我们所

应走的路》的演说中，胡适举了法国科学家巴斯

顿学术救国的例子，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攻

入巴黎，烧毁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和其他的文化机

关，巴斯顿很生气，拒绝了普鲁士大学授予他的

名誉博士学位。在胡适看来，图书馆事业是关乎

国家实力的大事。 

二、加强图书馆建设管理的措施 

1.自力更生建设图书馆 

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很落后，就连北大的

图书馆设施也不健全。胡适提倡学校教员自力更

生，建设图书馆。1921 年《在北大开学典礼会上

的讲话》中胡适陈赞北大的教员亲自监工，建设

图书馆。“第二院的设备，诸位都已看见，和暑前

迥然不同了。这全是理科的几位教员牺牲了一暑

天的功夫弄成这样的。夏天我们在休息的时候，

他们是在督工，是在为大家做事，这是很可以给

我们许多鼓舞的。有这样的精神做去，设备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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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逐渐完备。此刻看到到会的人这样拥挤，可知

有建筑大会堂和大图书馆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立

刻要筹备的。……如果全校的人都能有几位教员

的牺牲精神，明年要图书馆，就可有图书馆，要

大会堂，就会有大会堂。”[2]135 胡适非常热爱家乡，

曾支持家乡绩溪建设图书馆。他写信给族叔胡近

仁，认为村里的图书馆只要实用就行，不必讲究

规模。“近叔：里中设图书馆事，不必大规模去做，

只须有一所勉强可用之屋，一间储藏，一间阅览，

有几十个书柜或书架，有几千部书，便可成立。

若侈谈几千元，几千元，则此事必无望了。”胡适

在发展图书馆事业上重实效而不讲排场、不图虚

名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2.加强馆际分工与交流 

胡适认为图书馆之间应该加强分工与交流，

才能使图书资源得到充分地利用。他说：“回忆前

十余年觅书参阅之难，今则赖图书馆服务之效果，

吾人所见之物甚多。然仍须实行分工合作之制，

倘馆际缺乏联络，实尚未能尽其妙用也。”[1]564 他

建议各个图书馆确立收藏的重点，走专业化的道

路，避免财力的浪费。“譬如孔德[图书馆]在收藏

小说中为第一，嗣后即设法完成其搜集，他馆遇

有此等书籍，即尽孔德购置，俾使发展。殿本开

化纸书，可畀之故宫图书馆，医书一途，可使协

和[医学院]专力搜藏。必先有分途之妥协，庶几十

元以上之书以至三五元之书，皆可避免重复之财

力。”[1]564 图书馆之间分工合作，加强自身的特色

和优势，可以凭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用。 

3.主张图书馆服务于公众 

胡适主张图书馆应该服务于公众，发挥其公

益事业的效用。为了研究禅宗，胡适在 1926 年 8

月曾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经卷，大

有收获，后写成《神会和尚遗集》。胡适主张国内

的图书馆也应该更加开放地服务于公众。在对商

务印书馆的考察报告中，胡适向商务印书馆建议：

“听说公司今有五万金，备为办一个公开的图书

馆之用。我希望即用此款，于公司工场附近建筑

一个图书馆，目的在供编译所之用。为可以公开

供外人之用，于适中之地造公开之图书馆固属极

好的事，但此时若造两个图书馆（一个公开的，

一个专供编译所之用），恐不易做到。况且与其造

两个都不完备的图书馆，还不如用全力造一个极

完备的大图书馆。”[1]516 图书馆只有向公众开放，

供研究者开展研究，才能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并

赢得发展的机遇。胡适建议商务印书馆建一个比

较完备的图书馆，既供编译所使用，又向公众开

放。胡适的家乡绩溪县建立县图书馆的时候，胡

适与同乡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等分函向

各地旅外同乡及藏书家求捐赠，得到了很多图书，

包括一些孤本和珍本书，为绩溪的文化传播做了

贡献。 

4.主张聘请专业人士为主任，采用科学的编目

方法 

胡适认为，图书馆的正常运转离不开科学的

管理和编目。因此，他主张“聘请专习图书馆的

人为图书馆主任，用新法编目管理。”即聘请专业

人士管理，并采用新式编目方法。胡适主张“图

书馆似宜请专富图书馆管理法者为主任，改成册

之目录为卡片之目录，并宜速将馆中已有之四[西]

书清理出来，早日将应急行补购之书设法补添。

图书馆事甚重要，若得其人为主任，似可与各部

主任并列，虽不必每次列席编译会议，但遇需要

时亦得出席。”[1]534 胡适认为：“图书馆的中心问

题，是要懂得书。图书馆学中的检字方法，分类

方法，管理方法，比较起来是很容易的。一个星

期学几个星期练习就可以毕业。但是必定要懂得

书，才可以说是图书馆专家。”[7]458 胡适认为图书

馆长（主任）一定要懂得书。“懂得书，才可以买

书、收书、鉴定书、分类书。众位将来去到各地

服务的时候，我要提出一个警告，就是但懂得方

法而不懂书是没有用的。你们的地位，只能做馆

员，而不能做馆长的。”[7]459 所以，胡适认为，图

书馆长不仅要懂图书的编目分类等专业知识，而

且要博学，要懂书。抗战胜利之后，胡适就任北

京大学校长，聘请王重民为图书馆主任，并命其

将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寄存在美国的图书运回国

内，使这批珍贵图书免遭损失。胡适还推荐中国

公学的英文教师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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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了培养图书专业人才，1948 年，在胡适的

支持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图书馆学小组，附设在

文学院中文系内。不久，独立为图书馆专修科，

并由王重民担任科主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奠定了基础。1950 年 7 月，胡适“担任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

馆长一职，是月起聘，聘期两年。”[8]154 

5.提出了“杂货店”的收书法 

关于图书馆收藏图书的方法，胡适指出了以

往图书收藏的不足：“从前收集中国书，最容易犯

两个大毛病：一时古董家的收集法，一是理学家

的收集法。”[7]459 他认为这两种收书法都有很大的

弊病。古董家的收书法太奢侈，而且范围太窄；

理学家的收书法门类太窄，容易因人废言、因辞

废言，门户之见太深。胡适提出了“杂货店”的

方法。“明白的说，就是无书不收的收书法。无论

什么东西，如果是书，就一律要。”[7]463 他认为这

种收书方法的好处是：可以扩大图书收藏的范围，

免得自己来回去取，能够保存无数的史料，所费

少而所收多，可以偶尔发现极好的材料等。胡适

主张以平等的眼光来对待各种图书，认为各种图

书将来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史料，所以应该保存。

不能以学者的门户之见来收书，这样会忽略很多

有价值的书。1959 年 12 月 27 日，胡适在台湾“中

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找书的快乐》

的演讲，指出“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找书的经验，

发现我们过去的藏书范围是偏狭的，过去收书的

目标集于收集古董，小说之类决不在藏书之列。

但我们必须了解了解，真正收书的态度，是要无

所不收的。”[9]87-88 胡适一生的藏书很多，但胡适

藏书也讲究“实用主义”，主要是为了研究的需要。

据胡适的同乡石原皋先生回忆：“胡适的藏书，善

本不多。”[10]99 可见，胡适是作为研究者，而不是

作为收藏家来藏书的。胡适认为，买了书以后束

之高阁，不能有效地利用，没有意义。 

三、胡适图书馆思想的渊源 

胡适图书馆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渊源，一

是中国传统书院的藏书与自修研究方法。胡适的

父亲胡传就曾经在 1868 年进了上海的龙门书院，

该院山长（院长）刘熙载是著名的经师，胡传在

该院读了 3 年书。“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记载了

当时书院里的生活，特别是一些同学之间的交往

与学习的经验。他的同学之中后来又许多都在政

治上和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11]11 

1924 年 2 月 10 日，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一

文中介绍了宋代的书院。“书院大半在山水优秀的

地方，院内广藏书籍，使学生自修时候，不致无

参考书。此藏书之多，正所以引起学生自由研究

的兴趣。”[2]194 图书馆与古代的藏书楼一样，可以

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关于江阴南菁书院的

史料》一中，胡适介绍了南菁书院的藏书楼：“书

院正中楼上下十间。下为客座，上位藏书楼，中

奉郑君朱子栗主。”[12]303 胡适对中国古代书院藏书

和自修的培养方法推崇备至，因此他主张大学要

建设完备的图书馆，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另外就是受西方的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在留

美期间，胡适曾对美国藏书 30 万册以上的大学图

书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国图书的收集法》

一文中，胡适举了康奈尔大学收藏冰岛文学的例

子来说明杂货店式收书法的必要性：“诸位都知道

欧洲的北边，有一个小岛，叫冰岛（Iceland）,那

里许多的文学材料，再不能到冰岛去找，全世界

只有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有这完全的冰岛文学史

料，康奈尔图书馆所著名的，也就是这一点。因

为当初冰岛上有人专门收集这全部的材料，后来

捐给康奈尔，并又出资再由康奈尔到冰岛去搜集，

因此我的母校，就以冰岛文学著名于世界。这种

无所不收的材料，实在有非常的价值，非常的用

处。”[7]470 胡适在图书馆建设方面的一些想法和观

点，与胡适在留美期间的经历与见闻是有关系的。 

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记述了纽约的公共藏书楼

“纽约公共藏书楼于今年正月一月之中，凡假出

书籍一百万册有奇，可谓盛矣。此邦之藏书楼无

地无之。纽约之藏书楼共有支部四十三所。计去

年一年中： 

在楼中阅书者凡六十二万余人 

假出之书凡八百八十三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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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中翻阅之书凡一百九十五万册”[5]16 

胡适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的成绩十分仰慕，提

出了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设想：“吾归国后，每

至一地，必提倡一公共藏书楼。在里则将建绩溪

阅书社，在外则将建皖南藏书楼，安徽藏书楼。

然后推而广之，乃提倡一中华民国国立藏书楼，

以 比 英 之 British Museum, 法 之 Bibliotheque 

National,美之 Library of Congress, 亦报国之一端

也。”[5]17 

胡适学贯中西，在借鉴国外图书馆事业先进

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并吸收了中国

历史上书院藏书的传统做法，提出诸多发展图书

馆事业、加强图书馆管理的见解，对当今的图书

馆建设事业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思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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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傅斯年未刊书信 

欧阳哲生、曹琪、刘明、陈航整理 

整理按语：此处所发表北京大学档案馆收藏傅斯年未刊书信，共五十封。前 48 封信内容主要涉及

1946 年傅斯年在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期间，为北大复员与各方接洽信函。第 49、50 封信为 1948 年

12 月傅斯年运载北大教授南迁所发电文。所刊诸信均按原存内容照录，格式仍旧，电文酌加标点。凡无

法辨认的文字，用□字标出。原档所存“事由”则以注释出现信后。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发表这组傅斯年未刊书信，再现傅斯年在抗战胜利之后为北大复员

所做的艰苦工作，具有历史纪念的意义。

1、致周鸿经
1
（抄存） 

纶阁先生： 

昨谈至快。感荷之至。北大预算（1）如照：

“北大十、清华八之比例。（2）不少于昨日所示

每月千万（3）决不容行政院再减（4）以后通案

加成，仍照办”，如须办法，弟、孙表同意。 

医学院独立预算，月二百万，即等于战前五

百元，此万万做不到。上海医学院以自己之产业

为主体，政府之钱只是点缀而已。北大医学院如

月二百万，恐无法请到院长也。拟恳增至月六百

万。如离北大而独立，即各国立北平医学院，弟

尤赞同。敬乞费神考虑，至感。专颂 

道安！ 

弟斯年上 

四月五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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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致朱家骅 

部长钧鉴： 

北京大学现必于今年暑假后在北平开学，则

昆明之教职员及其眷属与在后方他处新请之教职

员及其眷属，自必于九月前运至北平。查教职员

迁返收复区之办法，对西南联大部分尚未有此规

定。联大究应何时迁校，仍存考虑。水上交通工

具中，仅北京大学教职员，包括原有、新请二项，

不得不即作北上之准备。拟请饬部核准下列各事： 

一、西南联大中北大部分之教职员及其眷属，

准其来渝，搭附此间各校向京沪复员之船：（此项

人数约二百人左右，故不影响部定计划） 

二、上列人数由昆明至渝交通工具，由本校

自筹。并祈钧部予以协助。 

三、新聘教员及其眷属，自四川前往者约百

人以内。自其他后方各地前往者，数目大致相同，

并祈钧部准予搭附复员船只或车辆。 

四、由汉口至北平或由京沪至北平之交通工

具，祈钧部在京惠予设法。 

致此敷陈，敬祈鉴核。专颂 

钧安 

四月十三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0-5 

3、致杨振声（电） 

北平西四前毛家湾一号。北京大学校产保管

委员会杨金甫兄电悉：已呈报教育部并电骝先、

辞修两兄矣。辞修兄当有电至孙长官，盼先与吕

副参谋长文员兄接洽。 

弟斯年卯锐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4-5 

4、致航空委员会（公函）渝字第号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教职员

复员事，北大傅校长代表三校，顷与贵会钱参事

昌祚面洽一切，三校目前实际困难情形，当经面

述，均承钱参事惠予体谅，无任感激。兹将所谈

办法开列如左： 

（一）在五月份内由贵会飞机经常班次搭载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职员及眷属至少一百人。 

（二）以上人数之名单每周由北大重庆办事

处（余又荪经手）开交交通部（由全国船舶调配

委员会宗副秘书长之琥经手）转送贵会（因交通

部办理全部教育人员复员登记及支配故，须经此

手续以符教育复员之功令）。 

（三）以上人数如因昆明人数未能赶及到渝

时（因昆明至渝机位目前甚为困难），交通部得以

应复员赴平之公务人员代替，但所代替之三校人

员座位，由交通部保证另拨中航公司同数之座位

（此事已由宗之琥先生面允）。 

（四）如果三校人员到渝超过一百人时，再

随时向贵会申请，于可能范围内酌予增加机位。 

以上各项如蒙惠予同意，敬祈惠复，无任感

荷。目前三校人员均在昆明，由昆至渝交通不便，

故不能一次将全体名单开出，只有每周开单一次，

此项办法，已蒙谅解，至为感激。 

此致 

航空委员 

代理校长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31-1 

5、致交通部特派员办公处（公函）
2
 

查敌产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房屋一所，承贵处

转呈俞部长樵峰，慨拨本校应用，缅怀公谊，感

纫良深。务恳便中专函代申谢悃。前项房屋并荷

惠加修葺，轮奂一新，尤感厚意。所有费用拟请

如数开示，以便照缴。现本校复员在即，需房屋

孔亟，敬祈于可能范围内迅赐腾让一部分，俾应

急需，无任企祷。 

此致 

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 

代理校长傅〇〇
3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158-2 

6、致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
4
 

兹准本校军事训练教官白雄远函略开：“近闻

敌伪产业处理局云云以便栖息”等由并附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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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查该教官抗敌不屈，忠贞弗渝，出狱后生活

窘迫，出售住房。所称各节，委系实情。相应检

同附件随函附达，即希贵局查照，减价售予敌伪

房产一所为祈。 

此致 

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 

附白雄远被难经过一份 

代理校长傅〇〇手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48-9 

7、致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
5
 

查本校复员在即，所有自昆明来平之学生现用被

褥及将来冬衣之救济。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及北

平学生救济委员会慨允协助，但于原料方面仍□

困难。为此专函介绍其执行干事李储文先生前诣

贵局洽购廉价布料。相应函达，即希嘉惠士林，

赐予廉卖布疋为荷。 

此致 

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 

代理校长傅〇〇 

五月十一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0-5 

8、致交通部特派员办公处石特派员
6
 

查本市中老胡同志家院子房屋业承贵部函允

拨交敝校应用，无任感谢。因看守该房之平绥东

段管理处职员表示希望敝校即日接收， 

敝校表示随时可以迁让，且敝校复员需房孔

亟，爰由敝校决定于五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夏令

时间）派员往接该房。即请贵处饬知该房看守人，

届时惠予协助点交为荷。至平绥东段管理处修葺

该房用费若干，务望开示，以便照缴。至纫公谊。 

此致 

交通部特派员办公处石特派员 

代理校长傅〇〇拜启 

五月十六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8-2 

9、致敌伪产业处理局、日人房屋接收委员会：
7
 

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兹将邻近

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詧，允将

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至

纫公谊。 

此致 

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市日人房产接收委员会 

附清单 

代理校长傅〇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8-3 

10、致南苑航空委员会、第十地区司令部
8
 

查本校复员工作展开，后方同人陆续乘机来

平，但本校无车迎接，诸感不便，相应函请惠赐

照料，遇有本校同人莅平时，敬祈允予搭乘机场

卡车以便入城。至纫公谊。 

此致 

南苑机场航空委员会、第十地区司令部 

代理校长傅〇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0-16 

11、致军政部（代电）
9
 

军政部钧鉴： 

奉教育部五月九日渝总字第二五〇四七号代

电，准军政部雷厦拨发各大学卡车仰径洽等因，

查本校文理法农工医六院，分处市郊，员生住处

未能集中，相距辽阔，往返维艰。即市内各院，

至少已需卡车两辆；而农院远在西郊，其课程与

教授多与理院相同，亦非另有二辆卡车不足以供

联系城郊之用。又，农院所属农场有三，南至芦

沟桥，北至南口，相去数百里，场务之管理，产

品之运输，亦需卡车两辆。此仅就最低限度估计，

必须有卡车六辆始敷应用。敬祈贵部转饬北平主

管机关，迅予如数分拨，无任感祷。 

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〇〇辰巧印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39-1 

12、致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公函）
10
 

案准贵处总字第六二二函为中老胡同三十二

号房舍暂行拨借贵校应用，其产权应由处理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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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希派员来处办理接房手续等由，并附修葺费

清单一纸。准此，查该房已由敝校派员会同贵处

专员点收清楚，除函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

外，所有修葺费一百四十四万九千六百六十元，

相应开具北平储汇局 PB25728 号支票一纸。即希

查收归垫为荷。 

此致 

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 

代理校长傅〇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8-2 

13、致李宗仁、孙连仲（代电）
1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钧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勋 

本校西郊罗道庄农场驻有装甲兵团一部及步

兵一队，现因本校复员在即，需房孔亟而该院房

屋近年来残损过甚，本校已开始兴工修理以应急

用。 

敬俯赐鉴察准予令饬 

务（双行）请查照赐予令饬（双行）该部队从速

设法腾让，俾利教学为荷。 

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〇〇辰世印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3-3 

14、致孙连仲（代电）
12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勋鉴： 

本校西郊罗道庄农场驻有装甲兵团一部及步

兵一队，现因本校复员在即，需房孔亟而该院房

屋近年来残损过甚，本校已开始兴工修理，以应

急用。务请查照赐予令饬该部队从速设法腾让，

俾利教学为荷。 

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辰世印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32-1 

15、致蒋介石(抄件)
13
 

主席钧鉴： 

北京大学农学院校址正在新市区之北，互相连接。

农学院教授如在城内住家，势难专心学业，负责

指导。敬恳钧座将接连农学院之新市区一小部份，

约大间百余间及其连同空地拨付北京大学，以便

集中管理而利学业。此意顷经面陈，惠蒙赐纳，

无任感激。为此再请钧座令知北平行营及市政府，

俾斯年自往接洽，至叩。肃此，敬叩 

钧安 

傅斯年谨呈卅五年六月一日 

主席钧鉴： 

北京大学农学院校址正在新市区之北，互相连接。

农学院教授如在城内住家，势难专心学业，负责

指导。敬恳钧座将接连农学院之新市区一小部份，

约大间百余间及其连同空地拨付北京大学，以便

集中管理而利学业。此意顷经面陈，惠蒙赐纳，

无任感激。为此再请钧座令知北平行营及市政府，

俾斯年自往接洽寄身之处，以便北来。为此恳请

钧座令知北平行营李主任德邻先生、第十一战区

孙长官、北平市熊市长，邀同财政、经济、交通

三部特派员解决北京大学之校舍问题，并由行营

主持。如荷俯允，全校师生感激之至。肃此，敬

叩 

钧安 

傅斯年谨呈卅五年六月一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60-9 

16、致李宗仁（代电）
14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李主任鉴： 

案，据本校农学院（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四

分班）罗道庄农林场主任郑维勤呈略称：“该农场

前以院内驻军时省拆除马棚铅铁等情，于本年四

月间由四分班派院警二名前往监视，嗣以该警士

在院内不得自由，无法执行任务，仅于门外截获

旧售铅铁小贩一名，已送交西郊警察分局。究称

其后驻军，不时换防，院内铅铁亦不断遗失。迄

今除门窗户壁损失已无法统计外，即铅铁一项已

损失二六四〇张（内有三十张由驻军值管官出具

借用收据）。该驻军每周更换一次，均系陆军装甲

兵团所辖各营连。每日下午院外百米以内不准通

行而农场耕地皆在院址左近，非但夜间无法看守，

即白昼耕作亦常误会，因而遭受恫吓射击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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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据此，查本校修建工程已经开始，开学□

□□□，所有农学院学生即将迁往该农场上课，

用转电请饬查该场驻军番号，追还遗失原件，加

以惩处。设法将该场驻军移驻他处，由本校自复，

俾免纷扰而重修迄。除抄同该农场原呈并附件各

一件，用备参考外，理合电请鉴核示遵。 

（全衔）傅〇〇巳（）印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37-1 

17、致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房产处理委员

会（公函）
15
 

查本校复原伊始，需用房舍孔多，兹查前圆

恩寺十六号殷逆汝耕私产及黄化门五号伪邮政局

长吴逆瓯私产、汉花园十一号甲十一号伪联银徐

州分行主任彭逆宝莲私产等房三幢，拟请先行拨

归本校借用，以应急需，一俟各该逆等判决确定

后，再由本校照章领用。相应函达，即希查照，

先行饬发移居证以资凭证，至纫公谊。 

此致 

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房产处理委员会 

代理校长傅〇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8-4 

18、致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中央信托局

北平分局
16
 

案查，本校前以校舍不敷，拟将本校附近后

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一带敌伪

房地产归本校优先购领。业经本校校产保管委员

会，电请贵局查照并蒙电覆各河北平津区敌伪产

业处理局查照在案。兹查前孟公府四号有房六十

六间，南池子甲四十八号有二十二间，皆座落本

校附近，拟请优先领用，除函请 

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 

敌伪产业处理局查照外，相应函达，即希查照，

开示房价，以便领购为荷。 

此致 

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 

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 

代理校长傅〇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4-3 

19、致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
17
 

本校校舍不敷，亟待购买民房，前经本

校校产保管委员会分电 

贵局及敌伪产业处理局 

处行政院驻平办事处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

南北池子、皇城根一带敌伪房产优先拨归本校价

购，各在案。前阅报载 

处理局 

贵局标售第一批房地产公告，开有孟公府四号、

南池子甲四十八号及东皇城根十一号内三区，东

皇城根丁五十二号、甲五十三号等房五所，均在

本校拟请收买区域以内，尤其孟公府及南池子二

所，业经本校以京字第三十五号函请 

处理局 

贵局房产清查委员会发给移住证，有案。为此函

请 

贵处贵局转行处理局 

贵局以□于前开房产五所暂缓售卖，予以保留，

由本校收用。并请定新议价以凭购买。除函请处

理局查照办理外 

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查照外（双行）相应函达，即

希查照，见覆为荷。 

此致 

行政院驻平办事处 

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 

代理校长傅〇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4-3 

20、致朱家骅
18
 

案准本校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暨代系主任罗庸

函开：“本学系前任教授暨系主任马裕藻先生云

云，敬希查核办理”等因，附同钞件。准此，经

核该事略所述各节尚属实在，合无准予褒恤之处，

理合钞同原件，备文呈请鉴核示遵。 

谨呈 

教育部部长朱 

（附件） 

（全衔）傅〇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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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致朱家骅
19
 

本校文学院前教授暨系主任马裕藻自民国五年任

本校教授，继续服务逾二十年，热心尽职，勤慎

堪表。二十六年，本校南迁，该教授以老病未先

追随，秉节杜门，坚贞不贰，于三十四年四月卒

于北平，经伊子马巽呈送事略前来，查该故教授

生前确能矢忠自守，大义可风，允宜褒恤，以励

来兹，理合检同该故教授事略抄件一份，备文呈

请鉴核，准予褒恤，实为公便。 

谨呈 

教育部部长朱 

附呈抄件二份 

全衔傅〇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60-1 

22、致第五补给区司令部第八汽车修理厂 

今收到贵部拨发卡车二辆，相应备具收据。

即希存查。 

此致 

第五补给区司令部第八汽车修理厂 

（因车破坏未领） 

代理校长傅斯年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60-3 

23、致蒋梦麟 

孟邻先生赐鉴： 

北京大学、清华、南开三校之预算，当自七

月一日起，因其在本年度内仅有半年也。今去七

月一日为时已少，然预算迄今尚未确定。员工薪

水补助费以及学校之一般开支设备，并无着落。

敬请先生设法早日迅速将其确定，此一事也。北

京大学暑假后，因受政府命解决北方学校若干难

题，故学生人数五千人，此事先后经教育部及主

席之指示，除旧有文、理、法三学院外，增设医、

农两学院，及其附属之医院、牙科、药科、两级

护士学校、农场等，员工名额，以此为例，实不

在少。所有员工名额，请照此例编定，此二事也。

教育部所核北大预算，月一千万元，医学院预算

月三百万元，以如此范围及人数，至感不足，只

有待将来统案中增加决定。此时教育部所列之数，

请万勿核减，此三事也。 

以上各节，敬希与胡会计长一谈，至感至感。

斯年并拟一谒胡先生。专此，敬颂 

道安 

卅五年六月廿九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60-7 

24、致蒋介石（抄件） 

主席先生钧鉴： 

顷间侍座，北京大学复员事倍承钧座关切，

无任感激。抗战前北大原有三学院，学生不满千

人。现因应付此间现局起见，增设农、医两学院。

学生人数全部约四千五百人，其中来自昆明者约

一千；接收北平补习班者，约二千；新生千余。

所增农、医两学院，虽有校舍而全部所差尚不在

少，医院原系借用万福麟将军之住处，今即收回，

势将停顿，尤为医学院最大之难题。教员住处一

面固须力求其简陋，然亦必须有寄身之处，以便

北来。为此恳请钧座，令知北平行营李主任德邻

先生、第十一战区孙长官、北平市熊市长，邀同

财政、经济、交通三部特派员，解决北京大学之

校舍问题，并由行营主持。如荷 

俯允，全校师生感激之至。肃此，敬叩 

钧安 

傅斯年谨呈卅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60—9 

25、致钱昌祚 

南京航空委员事钱参事昌祚先生：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职员北迁，荷承鼎

力，公私至感。六月份自渝飞平，办法仍乞照五

月份办理，尤深感荷。至柔先生处，乞代致意。 

弟傅斯年叩辰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0-9 

26、致教育部 

为呈请事：查平津一带……拟请行政院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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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总署补助床六百张，当于收到此种补助之后

捐地方医院为荷。合先抄之钧部前文，行政院善

后救济总署惠予如数拨给，则北大医学院必能兼

达其学，□□□及为人民服务。日后是各市当办

之，尊核。谨呈教育部。 

印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〇〇 

三十五年七月二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13-4 

27、致教育部 

为呈请事：本年四月八日斯年曾呈钧部部长

一文，内开“全抄”。当经部长批示“准予照办”，

惟令知敝校之公文始终未蒙示下，并再重申兹请。

抄之审核示知。谨复教育部。 

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〇〇 

三十五年七月二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60-10 

28、致善后救济总局平津区分署北平办事处
20
 

查清华 

北大两校由昆明来平学生计七月份五百人、八

月份一千人、九月一千六百人，均蒙贵总署准予

按照义民还乡办法，分批遣送北上。此项学生均

无家族在平生活，至感困难。相应函请贵署查照

救济办法予以救济。至纫 

公谊。 

此致 

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区分署北平办事处 

校长 

主任委员陈岱孙 

代理校长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45-1 

29、致杭立武 

立武吾兄左右： 

北大农学院有畜牧兽医系，新聘主任为熊大

仕先生，已到校。医学院有药学系主任，为刘思

职先生，已在校（兼有小药厂）。大部无办联总补

助设备事。以上卅项均乞列入，至感。专颂 

近安 

弟傅斯年敬上 

七月十五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32-1 

30、致杭立武 

立武吾兄左右： 

美国援华医药会补助北大医学院事承兄鼎

力，至感。北大医学院范围甚大，病床暑假后四

百五十至五百，地点为旧参谋本部，并有牙科、

药科学生人数已六百八十人。暑假后招一年级教

员，大多数为协和旧教员。查北方仅此一个国立

医学院，不得不慎重持事。目下各问题均已解决，

只有教员专任问题。此事甚重要，如做不到，未

可建设良好之学风。拟请美国援华医药会在本年

七至九月三个月中每月补助至少四百五十万元，

十月以后每月补助至少九百万元，俾五十专任教

授、副教授均可有专任之责，学校前途实利赖之。

敬乞鼎力。至荷。专颂 

日安。 

弟傅〇〇敬上 

七月十五日 

骝先、经农均此不另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33-2 

31、致教育部 

为呈报卸职事： 

斯年于去年九月奉钧部令，行政院决议“任

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在胡适未回国到任

前，由傅斯年代理”等因，遵于九月就任，兹胡

校长业于本月到校，斯年即于来月卸职。更代各

事，因本校秘书长多年一贯为郑天挺教授，斯年

就职时亦未办此手续，应由胡校长责成郑教授一

并办理，理合陈明，请呈教育部。 

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 

七月二十日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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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致北京大学
21
 

敬启者：查本大学奉令结束本大学师范学院，

并奉教育部令，自三十五年八月起，独立设置，

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兹经该学院负责人与本

大学磋商，令后与贵大学等三校教学合作办法八

项。查本大学本为贵大学等三校联合组织而成，

该学院前身又为本大学之一部分。将来三校迁离

昆明后，该学院师资方面确感缺乏，须赖三校量

予协助。用将上项暂拟合作办法由该学院及本大

学分别呈部备案，并分别抄送三校以资参考。除

分函外，相应函达，尚希查酌照允，毋任代感。

此致 

国立北京大学。 

附件 

梅贻琦 

常务委员傅斯年 

张伯苓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17-1 

33、致昆明中央银行（公函）
22
 

查本校前在贵行存放美金，嗣以冻结，未能支取。

现在本校复员，急需购买书籍仪器等项。前由美

国定购书籍多种（附抄定单），需用该项美金。相

应函请查照，惠予支付，并希见覆，以便办理支

取手续。至纫公谊。 

此致 

昆明中央银行 

代理校长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2-6 

34、致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公函）
23
 

查本校附近迺兹府关东店一号房舍原系敌伪

产业。本校需房孔亟，拟请准将此房拨归本校收

用，并请照发移住证。如蒙允拨发，当遵章定期

议价，由本校备款购买。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

理为荷。 

此致 

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 

代理校长 

——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8-8 

35、致朱家骅
24
 

接奉钧部七月十二日代电，以李阁老胡同房

舍已经令饬拨交国立北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应用

等因，查该项房屋之应由敝校接收使用，具有下

列诸因：一、该房屋在抗战前本为北平大学法商

学院院址之一部份，平大旧有校址，除工学院外，

现时全归敝校接收，则此一部份亦应拨予敝校应

用；其北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与此地毫无历史关

系，自应另觅他址。二、该项房舍前此，钧部曾

呈请行政院并经行政院指令北平市政府拨予敝校

使用在案；敝校自应遵令接收。三、该房舍与敝

校医学院紧相毗连，恰可供医学院学生宿舍之用，

若舍此而另觅他址，固属万不可能，即使可能，

亦断无此处之适宜也。四、敝校以增设学院，员

生名额激增，故校舍所差亟多，虽蒙各方力予协

助，将旧参谋本部房舍拨作附属医院之用，而课

室及员生宿舍等仍极感不敷，现正多方设法购置

商借，亦多未能顺利进行，则此项已经奉命拨与

敝校之房舍，似应即由敝校接收使用，若复畀予

他校，则敝校益增无限困难。为此，特再呈请钧

部令饬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处北平中学进修班，于

该班结束之后，即将李阁老胡同该项房舍交与敝

校，庶使敝校房屋之困难可以减轻少许，至感无

既。理合备文呈请 

鉴核示遵 

谨呈 

教育部部长朱 

（全衔）傅〇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8-9 

36、致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 

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房屋 

家具借用书 

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 

核定向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借到北平市景山

东街中老胡同门牌三十二号房屋一所，计面积二千

平方尺，内有房一〇七间，建筑完整（附属家具设

备另单开列），以为办公之使用。如能继续使用，

必要时应将原房屋及附属设备家具等全部交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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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处理局呈报行政院备案外，立借用书为据。 

立借用书机关印国立北京大学 

长官印傅斯年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日立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8-2 

37、致善后救济总局
25
 

查本校创设农学院，需用牛只及各种仪器，

函请贵署惠予拨给一案，经贵署以三四一四号公

函分别指示，请发机关并予转函农林部前来，本

校至为铭感。除分函农林部及中央畜牧实验所、

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申请供给外，相应函达贵署，

敬表谢意。并希查照对前开各机关再行致函申述

本校需要各项器材，殷切情形，俾后早日拨给。

至纫公谊。 

此致 

善后救济总署 

代理校长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13-3 

38、致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农林部中央畜牧实验

所
26
 

本校创设农学院需用牛只及各种仪器，当经函请

善后救济总署，函开：“案准贵校云云。相应后请

查照。”等因。准此，除分函 

农林部及中央畜牧实验所 

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国农业机械局 

农林部及中国农业机械局申请供给外，相应检同

应向贵公司部申请发给各项物品清单，即希所查

照惠拨。至纫公谊 

此致 

中国农业机械公司 

农林部 

中央畜牧实验所 

代理校长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13-3 

39、致胡适、梅贻琦、黄钰生 

适之、月涵、子坚三先生： 

北大重庆教授复员宿舍，其来源如下：舍弟

孟博服务经济部，告我生产局有此一房，地点适

中，并有一车可以供用。故我先后向咏霓、云五

两兄接洽，将其借来。当时昆明并无来人，两房

子急需接收修理，并将原住人迁出，若请联大派

人前来，乃不可能之事。当时由舍弟介绍侯华民

君前来，担任办事员，并留下原有工人三人，此

今年四月初之事也。昨接章川岛兄一信，知侯某

之妻昆明来时带了五十两烟土，弟实不胜惭愧之

至，因重庆办事处系弟在重庆所组织，由又荪兄

经营，故已函又荪兄将侯某即日解职逐出，若此

事以讹传讹，社会上以为系联大教授或职员所为，

应即将此事原委在昆明或重庆发表，说明此人之

由来，与联大教授职员无涉，而系弟在重庆找到

的一个临时职员答应其如果事情办得好可到北大

服务者。此事因斯年用人不当，使联大受诮，实

极不安，实系弟用人之过失而与联大无与者也。 

专此，敬颂 

教安！ 

斯年敬上 

八月十九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50-21 

40、致胡铁崖 

特急南京行政院胡会计长铁崖兄： 

惠函敬悉，北大员额前曾示及 946 人，今示

知 850人，查弟在京办此事时未料医院用人之多，

中央大学并无医院，情形不同，拟恳本年度仍照

946人，明年再请追加，务恳鼎力。敝校屡开会议，

院系太多，加以医院、农场，照核减之数，实无

法办理；工人情形相同，亦请仍照原数，敬祈补

救，至荷。孟邻先生，不另 

弟胡适、傅斯年叩申鱼 

——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70-4 

41、致朱家骅（电） 

特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骝先兄勋鉴： 

敝校员工名额前在京时不知医院用人之多，

仅列员 946 人，工 632 人，相差本钜；顷闻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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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复加核减，敝校院系太多，加以医院、农场，

尚恳呈院本年照原列数核准，明年再请追加。如

行政院一时不能更动，务请大部于全部名额中挹

注员额 100人，工额 200人，不胜盼切。 

弟胡适、傅斯年叩申鱼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70-4 

42、致俞大维、谭伯羽、凌竹铭
27
（暂系于此） 

南京交通部俞部长大维、谭次长伯羽、凌次长竹

铭三兄钧鉴：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多蒙鼎力，拨

派专机，三校同人至深感激。目下滞渝同人又达

150 人，仍恳电令重庆中航公司指拨专机运送。至

极感盼。 

弟胡适、傅斯年未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04-8 

43、致周至柔（暂系于此） 

南京空军总司令部周总司令至柔先生勋鉴：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同人北来，承蒙指派

专机运送，全体同仁至极感激。目下滞渝同人又

达 150 人以上，仍恳电重庆中航公司指拨专机北

送。一切至感。 

弟胡适、傅斯年未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04-8 

44、致朱家骅 

部长钧鉴： 

北京大学医学院之设置办法已另函上陈，闻

部中所列预算每月二百万元，此数在部中自有其

困难，然以目下物价而论不足；另每月烧炭之费，

现在北平补习班之医学院部分规模甚大，除医学

本身外，有牙科、药科、附属医院及两级护士学

校，即令宽等复员后费而经常费如此，深感无法

着手办理，为此，敦请钧部再予考虑，仍设置独

立之国立北平医学院，此固为上策，否则即请钧

部接洽，医学院院长之聘任由院长自负全责，亦

是一法。斯年深感此一问题若不就事实解决，必

仍为一问题，异何时北京大学无法接收也。除将

前在钧座家中所谈纪录抄呈及代拟医学院复员经

费外，谨将目前感觉之困难肃呈上达，敬候钧裁。

专颂 

钧安 

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〇〇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60-6 

45、致周枚荪（电） 

才盛巷二号北京大学办事处。周枚荪兄： 

飞机宿处均办好，盼同人尽五月北来。极盼。

斯年，冬。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31-1 

46、致汤锡予（电） 

北平青云路二十五号。潘〔汤〕锡予先生并转诸

同人公鉴： 

复校一切在积极进行，极盼同人早日北上，

各系负责人并盼迅即来平，以便速决系务及接收

各事。弟傅斯年及来平全体仝人。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031-1  

47、致金楚珍（电） 

特急 

南京卫生署金署长楚珍兄烦转刘瑞恒先生：

教育部决令北大开办医学院，适之先生及弟倡盼

先生接任医学院院长，敬乞俯允，更盼从速与教

育部接洽，宜北来一商进行。极感。弟傅斯年，

辰微。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60-11 

48、致朱家骅（电） 

特急 

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骝先兄赐鉴：（一）北大拟

聘刘瑞恒先生任北大医学院院长，请兄代劝。（二）

医学院月二百万绝不足用，此间补习班尚列经常

费将四百万，乞再考虑。（三）涉密电码是否仍可

用，盼示。弟傅斯年叩，辰微。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61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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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致郑天挺（电）
28
 

筱晨先有一机到，约可坐四十人，每人仅可

带手“提前”包，稍停，开。何人先走，请与勃

袁商题，定早时至南苑集。请焦电斋兄，陈明宜

公切实保护出城。以后，陆可有检机，蒋接头照

名单，排定次序，预先集中，随时出发。年台湾

之行，即为安顿北方同人，黄澂随机行，此间决

定事，面陈。 

弟斯年、雪屏铣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8527 

50、致郑天挺
29
 

北京大学郑秘书长天挺兄： 

见兄致胡先生信，为之泣下。所谈事仍乞考

虑，弟台湾之行亦所以为诸兄。“凡”机续飞。转

语同人，“镊骥尘元能否剖来瘧”设法。 

弟斯年梗（廿三） 

——北京大学档案馆 BD1948530 

1 编者按：周鸿经（纶阁）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
2 事由：函为承拨中老胡同房屋并加修理专申谢悃，请迅

赐腾让一部分，俾应急需由。
3 编者按：此函为公函草稿，或为办事人员代拟，故末尾

不书傅斯年全名，仅以圈或空格代替。
4 事由：为准军事训练教官白雄远函，拟购敌伪房产一所，

请予证明，函请查之减价售予由。
5 送达机关：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 

五月十一日拟稿，五月十三日封发。发文京字六号 

事由：为本校复员学生来平在即，兹介绍李储文先生前往

贵局洽购廉价布料成做衣被，请惠予协助由。
6 送达机关：交通部石特派员 

五月十六日拟稿、缮写、发对监印、封发。发文京字九号 

事由：为函达接收志家房屋日期，并请将修葺费用开示，

以便照缴由。
7 送达机关：敌伪产业处理局日人房屋接收委员会。 

五月十六日拟稿、五月十八日封发。发文京字 11 号。 

事由：请拨敌伪房屋作为本校复员之用由。
8 送达机关：南苑航空委员会、第十地区司令部。 

五月十七日拟稿、五月十八日封发。发文京字 12 号。 

事由：为请照料本校复员飞平同人遇入城时，允予搭乘机

场卡车以期便利由。
9 送达机关：军政部。 

五月十八日拟稿、发对监印、封发发文京字 13 号 

事由：请拨发卡车六辆，以便本校员生往返应用由。
10 送达机关：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 

五月廿二日拟稿、封发。发文京字 17 号、档案产 7 号。 

事由：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房舍已接收清楚，附修葺费清单

一纸，希查收归垫由。
11 五月卅日拟稿、封发。发文京字 24 号。 

事由：为本校农场房屋复员待需孔〔恐〕亟，现须兴工修

理，请令饬所驻部队从速迁让由。
12 京字第二十四号。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四

时。
13 编者按：致蒋介石信（抄件）原存北京大学档案馆，共

三份，其中两份内容相同。
14 代电京字第五二号。
15 京字第三八号。
16 分缮稿（为请购置公府南池子等处房产函请查照由） 

公函京字第三六、三七号二月二日拟
17 事由：为拟收买孟公府南池子东皇城根等房五所函请查

照由。
18 事由：为准教授罗庸函，请褒恤故教授马裕藻等，因呈

请鉴核示遵由。
19 事由：为本校故教授马裕藻函请褒恤由。
20 事由：函请查照内地救济平民办法救济本校学生由。
21 事由：函达昆明师范学院，与贵大学教学合作办法八项，

希查酌照，允。 

拟转：转寄北平本校报告行政会议。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公函合三十五年七月廿三
22 事由：函请动支前存美金由。
23 事由：函请拨乃兹府关东店房舍由。
24 为拟遵令收用前北平大学校产之李阁老胡同房舍呈请

核示由。七、卅日。发文京字一四二。
25 事由：准函，指示供给农业器材各机关，函致谢意并希

再行转函申请由。
26 事由：函请惠拨农学院需用器材由。
27 编者按：时间不详，暂系于此。
28 编者按：此信作于 1948 年 12 月中旬。 
29 编者按：此信作于 1948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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